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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俊 波 ：无 憾 人 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 杜秀萍

廖俊波担任福建政和县委书记四年多。他殉职的消
息传来，这个 24.5 万人的县，数小时上网发帖纪念他的超
过 10万人次。

2015 年 6 月，廖俊波曾到福建东山县实地学习县委
书记谷文昌的事迹。他说，“当时就有一种很真切的感
受，作为一名县委书记，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
此生无憾了”。

政和人绵延的思念，诠释了廖俊波的“无憾人生”，也
凝结着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的承诺。

穷尽智慧作决策，不留遗憾

听说廖俊波殉职，铁山镇凤林村农民吴义涛悄悄取
下墙上与廖俊波的合影，珍藏起来。“人去了，按照风俗，
要把照片倒扣，满一年再挂起来，”他说，“家里长辈去世
时，我们都这样做”。

吴义涛曾经担任村委会主任，还是县人大代表，2015
年凤林村换届选举中没有连任。廖俊波登门看望他，感
谢他作出的贡献。不久，廖俊波把他俩的合影冲洗好专
门送来。“他让我有事打电话，说什么时候他都会接。今
年 2月，我还和他通过话，”吴义涛从手机里调出廖俊波的
号码说，“我一直舍不得删！他操心的事情多，什么事都
想得那么细致”。

2014 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廖俊波来村里调
研，百姓反映最多的是修路。廖俊波要求把修路和发展
产业结合起来。村干部说，村里没有产业基础。廖俊波
提出，可以种萝卜。第二天，他亲自找到一个加工销售萝
卜企业的负责人。“第三天，这个企业就来村里考察，后来
和我们签订了每年 500 亩的种植合同。”村党支部书记李
荣说。

时任政和县委办主任的叶金星曾随廖俊波来过凤林
村。他说，这虽然是为村里办的一件小事，却体现了廖书
记的一贯思路：穷尽智慧作决策，不留遗憾。

廖俊波在政和县四年多，不少人都体会过他那穷尽
智慧的认真。他在政和十个乡镇奔走调研一两个月，又
把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 200 多人召集起来，讨论了三天，
才提出突破城市、工业、旅游和回归这“四大经济”的发展
思路。建设工业园区时，他要求找三个设计院，拿出三套
设计方案，大家坐下来讨论，比照考虑，最后抉择。廖俊
波作决策，大到全县发展思路、县城拓展，小到村庄道路
整修、农业合作社贷款甚至某个招商引资项目的落地，都
费尽心思。

廖俊波在任期间，政和县修了九座桥，其中一座是他
离任后建成的官湖大桥。这是一座城市桥梁，也是国道
上的公路桥。仅仅作为县城的一座桥，可以按照市政工
程来施工；如果考虑到将来快铁车站也要经过这座桥，就
得顾及客货运输要求。究竟是建成市政通行桥，还是修
一座客货运输桥？叶金星说，廖书记从县城拓展、工业园
区发展和快铁车站建设各个方面斟酌，想得远。为此，他
带着有关部门到沿线调研了七八次，而自己至少去过 20
多次。

穷尽智慧作决策，不留遗憾，需要努力学习各种专业
知识，更得把县情装在心里。政和县同心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何宋林和廖俊波在县委班子里共事 4 年多。他
记得清楚，“廖书记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抽时间去学习，而
且学得很深”。他举例子说，如果明天有客商要接待，第
一天廖俊波不管多晚，也要研究有关知识，功课做得
很足。

熟悉廖俊波的人都知道，他在政和，随身总带一个五
层的大帆布包，装着各种图纸和一沓必不可少的白纸。
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廖俊波，总能随手拿出图纸介绍政
和，也时常站在现场，拿一沓白纸部署工作。

经济难领跑，思路可领跑

3 月 19 日凌晨，做电商的张斌证实了廖俊波殉职的
消息。“我翻看着微信中和他的聊天记录，还有短视频，边
看边流泪，一直到天亮。”他说。

1982 年出生的张斌，原来在上海打工，2009 年回政
和县农村搞电商。他的家乡东平镇新口村黄垱自然村，

七成以上青年人都从事电商。2015 年春天，廖俊波专程
来黄垱调研。

不久，他把张斌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个多小时。从如
何作第一单电商生意谈起，讨论到发展农村电商的建议，
他请这个年轻人教他如何开淘宝店，帮他推荐电商书
籍。张斌说：“我送了廖书记三本书，是《淘宝入门》《爆款
打造》和《电商服务与产品质量》。”廖俊波提出，电商发展
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村里搞。政和不久搞起了电商产
业园。

政和县委常委会召开过一次专题会议，讨论农村电
商发展。就是在这次会上，廖俊波提出一个问题：“我们
在经济发展总量上想领跑，至少在短期内做不到，但发展
思路上能不能领跑？”宁德有个很大的广告牌，写着“走前
头、挑大梁”。廖俊波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政和县经济
总量小，‘挑大梁’我们不敢说，但思路上可以努力‘走前
头’。”

政和县多年在福建的县（市）中经济发展排名靠后。
2011 年廖俊波担任县委书记之后，2012 年县域经济发展
指数在福建省的排名提升 35 位，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蝉联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能取得这样的成
绩，与他们“思路领跑”直接相关。

政和县的多项工作能够走在前面，体现的就是这种
思路领跑的努力。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县，政和建起了省
级工业园区，他们的很多办法是领跑的；他们在行政服务
中心设立审批大厅，把所有审批项目集中起来，提高审批
速度，推行并审联批制度，在当地是领跑的；他们把农村
基层党小组建到产业链上，党建的活力组织是领跑的；他
们推行农村小额信贷，帮助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争取金融
支持，改革举措也是领跑的⋯⋯

在政和县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中，记着廖俊波的一
段话：在思路上一定要先人一招、快走一步，你才有办
法。你领跑了，很多要素资源就会向我们集聚过来。产
业遇到问题时，我们各项思路要领跑，在某些区域上就可
能比别人走得快、走得好。廖俊波强调思路领跑，是脚踏
在政和的土地上，围绕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领跑”。政
和县的农村小额信贷就是这样起步的。

外屯乡洋屯村的许仁寿 2010 年 8月成立农家人莲子
合作社，带领 6 户人家种了 100 亩莲子。效益不错发展
难，到 2013 年才扩大到 500 亩。这年夏天，廖俊波来调
研，满川莲花盛开，他了解到莲子产业。他问：这么好的
产业为什么不做大？

“没钱。”许仁寿告诉廖书记，合作社没有资金支持，
而银行贷款，农户找不到抵押担保。在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廖俊波把农村贷款难作为调研课题。他发现
难就难在担保抵押物缺失，贷款信息不对称。一个月后，
他带着银行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又来洋屯，专门商量贷款
的事。不久，政和县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扶贫小额信贷助
推协会。这个协会由政府拿出一些钱作抵押担保，专门
帮农民贷款。第一个合作机构是邮储银行。

协会秘书长是政和县农业局副局长魏育江。他介
绍，政府分两次拿出 350 万元作为风险金，撬动银行信贷
资 金 1750 万 元 。 现 在 ，政 府 封 闭 在 银 行 的 风 险 金 达
2000 万元，撬动信贷资金 1.6 亿元。这项举措不仅是在
福建有创新意义，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2014年3月，洋屯村农家人莲子合作社贷到第一笔小
额信贷款 110 万元。这一年，合作社规模扩大到了 1850
亩，入户社员 120 人。现在，这个合作社已经发展到
3500亩。

许仁寿带着我们在田埂上，边走边讲廖俊波的故
事。这位农民叹息一声，仿佛自言自语：“我从没到过廖
书记办公室，都是这样走在田间路上和他说话，但他都记
住了，记在了心上！”

“有困难，找我来解决”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是廖俊波生前的领导。他对
廖 俊 波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印 象 深 刻 ：“ 有 困 难 ，让 我 来 试
试。”政和县镇前镇党委书记刘小伟，时任镇前镇镇长，
是廖俊波的下级。他说：“廖书记见面常问：有什么困
难？”

范榜英是政和县竹木制品商会会长。和廖俊波第一
次见面，她记得廖书记就说：“有困难，找我来解决。”

县里事情多，不同群体遇到的困难也不一样。范榜
英因为资金困难找来，廖俊波帮他们跑过银行；石屯镇石
屯村委会主任杨上生因为征地补偿款找过他；凤林村农
民吴义涛想找个工地做保安，也找过他。想找他的人，都
能找到他。叶金星告诉记者，廖俊波接待来访的人有个
不成文的顺序：基层群众先来，企业主先来，最后才是政
府干部。

政和县工业园区是廖俊波到任之后开始修建的。园
区建设最大的困难是拆迁征地。廖俊波经常出现在征地
拆迁一线。2012 年 8 月 26 日晚上，廖俊波来石屯镇石屯
村，在林子荣家开了一场座谈会。第二天，82 岁的林子荣
就戴着老花镜，拿着家谱到山上，一一核对祖坟，几天时
间，就把家族的 12个祖坟迁走。这样的座谈会，不仅仅在
林子荣家开过。政和工业园区在短短 3 个月内，征地
3600亩，迁坟 600多座。

廖俊波对能克服困难的干部格外关心。在政和期
间，廖俊波每年春节有一个“固定项目”是看望基层干

部。2014 年和 2015 年大年初二，他登门挨个给 12 个有
征地任务村的村干部拜年。

石屯镇是工业园区建设所在地，石屯村征地任务
重。村委会主任杨上生记得廖俊波“第一次到我家是
2014 年正月初二”。事前没有通知他，连个电话也没有，
突然间廖书记带着石屯镇的书记、镇长就到了家门口。

“这不是平常，是正月初二。”杨上生强调，当地的民间习
俗，大年前三天不出门。县委书记给村干部拜年，表达的
是一份问候，更是一种鼓舞。

南平武夷集团公司负责人郭冠中，2015 年因为负责
政和县佛子山景区开发，与廖俊波打交道。2015 年 11 月
6 日，佛子山项目开工仪式后，廖俊波要求他们留下来与
征地群众见个面。他感叹：“我没有想到，附近五六个村
的干部，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来！”

政和从地理上分为平原区和高山区，高山区工作
更难做。澄源和岭腰是高山区最偏远的乡镇。许建设
2010 年回澄源种植高山有机茶，在林山村租了 2700 多
亩地。廖俊波听说后，爬到许建设租的山上来查看。
许 建 设 说 ，廖 书 记 对 整 个 高 山 区 的 发 展 心 里 有 数 。
2014 年廖俊波把牡丹产业引进到海拔 600 米以上的镇
前镇，“北花南种”，在郢地村发展 1200 亩油用牡丹、60
亩观赏牡丹。刘小伟说：“廖书记到这里不下 10 次。”
在县委常委会专题学习的会议记录上，我们看到廖俊
波的一句话：“差的地方去多了，就会有感情，工作也会
跟上去。”

想群众没想到的

“东涧花海”现在是政和人熟悉的风景。而 2012 年，
政和县确定十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并没有东涧。刚
上任的村支书范厚彪动员群众动手整治村庄。因为干得
好，东涧才被“增补”为示范村。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廖俊波把东涧作为联系点。

以前东涧村不种花，村边一片靠近河边的平整土地
种的是稻子。一个在福州做生意的人想回来搞设施农
业，发展花卉。廖俊波听说后，把他介绍到东涧村来。范
厚彪说，当时他正和村里人忙着商量如何流转土地，廖书
记把他找去了。

廖俊波和他谈的是：土地流转搞设施农业，农民怎么
办？他一口气提出吸收农民参与现代农业的四种模式，
请范厚彪考虑。一是农民简单来这里务工；二是公司建
大棚，租赁给农民种花；三是公司建好大棚，租给农民种
菜；四是村里出钱建大棚，租赁给公司来经营，租赁费用
壮大集体经济。

“廖书记叮嘱我，土地流转出去，必须考虑增加集体
收入和实现农民增收这两个因素。”范厚彪说，这都是他
没有来得及想的，廖俊波已经想好了多种方案。后来，村
里主要采取第一和第四种方案，集体收入从零发展到现
在每年 20 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也从 2012 年的 5600 元
增加到现在的 11000多元。

“廖书记解决问题总是想群众想不到的。”叶金星在
政和县委办公室当了 4 年主任，他说，廖书记非常注意从
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求解发展难题。

罗家地村是铁山镇一个组织相对涣散的村子。2015
年基层换届，全县要求 10 月结束，到 7 月份罗家地村委选
举还有不小困难。铁山镇人大主席连火灶挂点负责这个
村，他压力很大。廖俊波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我们准
备了好几套预案，他听了之后，批评我们准备不足。”连火
灶说，廖俊波提出“以干得助”。这个村 30 多年派性斗争
耽误了发展，基础设施落后，我们要考虑通过干实事，改
善村庄面貌，把老百姓的心热起来。

“差在哪呢？”连火灶告诉记者，就差在所有预案仅考
虑如何保证选举程序，怎样完成选举任务，而廖书记是从
村庄发展和老百姓利益角度出发的。按这个思路去做群
众工作，换届选举平稳完成。不久，廖俊波组织人员专门
研究罗家地村的发展，确定了几件事，包括村庄河道整
治，铺设坡岸，清理垃圾，整修道路，建设娱乐健身场地
等。连火灶说：“这几年，罗家地情况好多了。廖书记要
求干部和他‘对表’，我们确实有差距。”

从政和乡村采访回来，我们发现廖俊波帮助农村发
展的产业，很多是“补空”的。外屯乡农民上半年采茶，6
月到 9 月农闲，莲子刚好是 6 月到 10 月采摘，补了个空；
萝卜在闽北是 9 月种下，第二年正月收获，这段时间也是
农闲空隙。种萝卜补上了土地空隙，给凤林村农民多了
一份收入。在县委书记岗位上，廖俊波心里满满地装着
政和的土地、政和的人民。

记者到东涧村时，2 公里长的紫藤走廊刚刚花谢。范
厚彪说，他们原来打算在这里种苹果，是廖俊波建议栽紫
藤花，形成景观。“去年开得不好，今年开得非常好，每天
游客上千人。紫藤花开了，他来不了了！”

张斌的电商把手表卖到了欧洲。廖俊波建议把手表
产业带到政和来。现在，村里建起了手表厂，张斌说：“我
一心想请廖书记再来坐坐，他来不了了！”

政和人还有多少这样的心愿无法了却？一个人怎么
才能获得这么多牵挂？我们走过政和电商产业园，走过
工业园区的工地，走过绿意葱茏的乡村，一次次想起廖俊
波同志说过的话：

“作为一名县委书记，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
戴，此生无憾了！”

俊波无憾！
（本版图片均为李左青摄，新华社发）

廖俊波在政和县旅游资源开发会上介绍情况。

廖俊波 （中） 在政和县铁山镇东涧村向花农了解花

卉生产情况。

廖俊波 （前右） 在石圳与创业妇女握手交谈。

“廖书记不仅指方向，

而且冲在前。”

“廖书记不是简单提

工作要求，更带头冲锋。”

这是我们在福建政和

县听到人们对廖俊波同志

的“议论”。县委书记被称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线

总指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座

谈时强调，县委书记要做

发展的开路人，带领群众

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特别是要打好扶贫开

发攻坚战，让老百姓生活

越来越好，真正做到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

“ 一 线 总 指 挥 ”应 该

怎么当？县委书记需要

找到一个县域的发展思

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确

定当地发展战略。但县

委书记如果仅仅满足于

讲思路、提要求，不研究

具体问题，不帮助基层克

服实际困难，那么，所有

的战略和思路都会停留

在口号层面，最后只能落

得“山河依旧”。反之，我

们也要看到，一县之内，

少则十多万人，多则上百

万，事务繁杂。县委书记

如果一味埋头具体事务，

不抬头看方向，不努力思

考发展战略，那么，尽管

看上去总有做不完的工

作，也可能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耽误了地方发展。

廖俊波同志在县委书

记岗位上，既提出了政和

县的发展方向，对广大干

部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

自己又冲在一线，到困难

的地方去，到工作推动难度大的地方，抓住关键环节，

促进工作部署的落实。他用一两个月时间调研，明确

政和县的发展要突破城市、工业、旅游和回归“四大经

济”。实现这个战略，在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县，最难的

是建设工业园区。他把这项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工业

园最难的又是征地，廖俊波不满足于给乡镇干部压担

子提要求，而是亲自到村里和老百姓座谈，帮助乡村干

部克服困难。政和县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在高山区乡

镇，廖俊波同志带着干部到这里沉下来，专题调研，提

出对策。

政和县的干部都知道，廖俊波当县委书记时时常

强调干部要向他“对表”。这种“对表”的要求，不

仅是他的一个工作方法，更体现了他作为领导干部冲

锋在前的自信。因为他总是走在前面，他自己身体力

行，所以，能够做到以上率下。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冲

锋的时候，指挥员总是高喊“跟我来”。在建设时

期，也需要廖俊波这样的基层干部，能够勇敢地喊出

“和我对表”。

我们强调干部要有担当精神。遇到困难，需要领

导干部冲上去担当；关键时刻，需要领导干部站出来担

当。我们基层党员干部学习廖俊波，就要学习他这种

冲在前面的担当精神，当好冲在一线的指挥员！

当好冲在一线的指挥员

—
—

学习廖俊波同志的担当精神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