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人，他光明磊落，富有魅力；作为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讲原则，对百姓有温情；做基

层工作，他兢兢业业，躬身为桥——

李进祯，大写的“人”字丰碑
本报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通讯员 和牧川

“我这一住院，快则七八天，慢了要
半个月，麻烦你们代我向组织请个假，别
把工作耽误了。”这是李进祯生前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

2017 年 10 月 25 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同心县兴隆乡民生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兼财政所所长李进祯，因劳累过度突发
心梗，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岗位上。当
天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因抢救无效，李
进祯不幸离世。

李进祯，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认识
他的人无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
妻子王学红扑到床前：“不会的，让他多
睡一会儿，他会醒来的……”他的同事丁
海涛泪流满面：“怎么会是这样？”李堡村
村民李自刚听闻噩耗嚎啕大哭：“好人
啊，让我们如何不想他……”

他是那样地做官，他是那样地做事，
他是那样地做人。几十天过去了，李进
祯的感人故事在宁夏传扬。忘我工作，
克己奉公，谦恭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不平凡的业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石泰峰作出批示：要结合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李进祯同志的优
秀品质和先进事迹。

这样做官

生命的最后时刻，李进祯挂念的还
是公家的事。平日里亲朋好友经常奉承
说：“你人缘好，关键是当官没有架子。”

“官儿，我是什么官儿？”李进祯每次听了
这话总是满脸不高兴：“当干部的，要想
不挨骂，就得有一颗公心，离百姓近点
儿，再近点儿。”

“麻烦你让白玉仓赶紧把乡上的电
费交了，我那还有几笔扶贫资金要兑付
……乡上干部的住房补贴登记表也催着
要呢……”看着说话吃力的李进祯还一
遍遍交代工作，丁海涛眼圈红了，这个人
胸中似乎只长了颗公心，思量事情永远
先考虑公家，考虑别人。

的确，在李进祯工作的近 30 年里，
一个“公”字是他默默用行动写下的为人
准则。

从1988年参加工作起，李进祯一直
从事乡财政工作。从各类惠农补贴和征
地拆迁补贴到乡干部的工资发放，从养
老保险收缴到后勤保障支出，李进祯是
乡上干部和老百姓的“管家”。特别是这
两年自治区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涉及脱
贫攻坚的项目资金陡然增加，扶贫资金
的核拨兑付笔笔都要经李进祯之手办
理。他的桌子上永远堆着一摞摞票据账

单，每天的工作不是伏案核算票据，就是
在银行、财政、扶贫等部门间来回跑。

“人家有的乡会计，把票据算完就让
各村自己拿去银行兑付，但李进祯从来
都是亲力亲为，对每项工作都负责到底，
他这种干法，十里八乡都不多见。”大学
生村官王有刚说。这些年，李进祯把自
己上班的时间往前调了1小时。“早点去
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到上班时间就能准
时去其他单位办事了。”李进祯总这
样说。

在李进祯去世前的 3 个多月里，他
几乎没有一次正常上下班。“李所长办公
室的灯总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在乡
政府看门的罗正俊老人最有发言权。闲
暇时，罗正俊喜欢和李进祯聊天。“我对
他说得最多的，是早点回家休息。他总
说自己忙点没有啥，及时给老百姓把扶
贫钱发下去最要紧。”

李进祯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上
面详细列着每天的各项工作，干完一项，
划掉一项，有时还会列着老百姓提的问
题。在兴隆乡，李进祯的电话很多老百
姓都知道。问扶贫款的、问拆迁补贴的、
甚至问乡上其他工作的，不管是不是李
进祯负责，他总是认真回答。对不知道
的情况还要记下来，了解后再回复。

“不管早晚，总有人给老李打电话问
事。只要是老百姓打来的，他再累再困
都耐心给人家回答。”王学红说。

在李进祯手里，每一笔账都清清楚
楚。大到全乡 6 个村 4717 户的扶贫资
金拨付，小到同事们领用的笔墨纸张，李
进祯都细细记录核对。兴隆乡每月的财
务台账，他总是早早地做完。每年年底
对账，乡上的资金账目在他手里没出过
一分钱差错。

走进李进祯的办公室，那张破沙发
尤其引人注目。5 年前，这张沙发搬到
他办公室时，就下陷得厉害，皮子多数开
裂，李进祯就拿一厚沓旧报纸垫着。后
来坐的人多了，沙发陷出一个大坑，他又
放上垫子继续凑合着坐。

罗正俊好几次开玩笑说李进祯：“李
所长，你管着那么多钱，给自己换个新沙
发坐嘛。”“屁股下的东西么，不用那么享
受，能凑合着用就行，给公家省两个钱。”
在李进祯眼里，只有私人的东西当公家
的用，但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随便浪费。

从过去的摩托车到后来的小轿车，
李进祯经常私车公用。走村串户，上山
下沟，在兴隆乡，李进祯常开着自家的轿
车奔波在乡政府和各单位间。有时乡干
部下村顾不上吃饭，他还开车一个村一
个村给同事们送饭。“我来兴隆乡这几
年，老李从没拿着加油条子找我和乡长
签过字。”兴隆乡党委书记马海军说。

这样做事

李堡村的李自刚老汉有些懊悔，甚
至埋怨乡干部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李
进祯去世的消息。“李所长去世几天后我
才听说，当时就懵了，我想不通那么好的
一个人咋突然就走了？说啥也要来送他
一程。”

其实，第一次和李进祯相识时，李自
刚还劈头盖脸骂了李进祯一顿。李自刚
是兴隆乡的老上访户，因为对拆迁补偿
不满意，上访了七八年。“几任乡领导都
为我的事头疼。”李自刚说，“因为有些问
题迟迟没解决，我和乡干部没少生气。
到后来，很多乡干部一听我来了都躲着
走。”

有一回，李自刚又在乡政府跟人吵
了起来，被隔壁的李进祯听到，赶紧把他
往自己办公室里劝。“大爷，先喝杯茶消
消气，有事慢慢说，气坏了身子咋弄。”李
进祯劝道。

“你是干啥的？少在这装好人。”气
头上的李自刚狠狠骂着。

李进祯却不急不恼，哈哈一笑说：
“我是乡上的会计。大爷，你的事一时半
会儿确实也没法解决，我会记着多帮你
问问进展，免得你老人家受累跑路。今
天先来我这喝喝茶。”李进祯沏好茶，双
手递给李自刚。

看着眼前和气的李进祯，李自刚倒
有些不好意思，跟着坐进办公室。

从那以后，只要李自刚去乡政府，李
进祯都把他请进自己的办公室，温言细
语，热茶相待，帮着李自刚合计他家的
事。他还时不时主动打电话给李自刚，
告诉他事情的新进展。

2016 年，李自刚的事圆满解决，李
进祯很高兴，上门找到李自刚：“以后没
事就上我那儿喝茶，我的门常开着。”

在兴隆乡，李进祯的办公室是干部
和乡亲们都爱去坐上一会儿的地方。大
家知道他为人厚道、幽默，很善于开导
人，谁有个难事都爱跟他说两句。哪怕
有些乡亲生气发牢骚，李进祯也永远是
一张谦和的笑脸，总能耐心做思想工
作。李进祯常对同事说：“群众虽然有过
激的时候，但我一看见他们，就感觉是自
己的兄弟姊妹，年长一点的，就当是自己
的父母，狠不下心来和他们说重话。他
们的事，我们要当自己的事去做。”

在新生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马俊家
里，记者夸他家茶泡得好。马俊的妻子
先是笑笑，随后又难过起来。“李所长
以前也常来我家喝茶呢，可惜他再来不
了了。”

就在两年前，马俊两口子的日子还
容不得他们有闲心喝茶。他们要供3个
孩子上学，常年欠着外债，老屋裂了大缝
也没钱修补。“那时候一到周五就犯愁，
孩子们回来要生活费，得四处借钱打发
呢。”马俊说。

2015 年，马俊和另外 4 户村民成了
李进祯的帮扶户。第一次到马俊家，李
进祯就给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现在养牛的行市那么好，有没有想
过贷款养牛？”李进祯问。

“你当银行搞慈善呢，没个可靠人担
保，谁贷给我！”马俊没好气地说。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心气？你要真
有这个心，我给你担保。”李进祯说得很
坚决。

“当时，他这话我有点不敢相信，这
年头，亲戚朋友都不敢随便担保，李所长
一个公家人能给我作保？”回忆当初李进
祯的话，马俊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谁知才过了两天，李进祯就打电话
给马俊，说贷款的事办妥了，3万元！

凭着这 3 万元，马俊当年买下 4 头
牛，养了 11 个月，转手净赚 1.2 万多元。

“我家几年没见过活钱了，李所长帮我，
让我一下振作了。”尝到甜头的马俊一头
扎进了养牛事业，从4头到10头再到现
在的 16头牛，马俊家 3个孩子的大学学
费有了着落，他家房子也新装修了。

给贫困户作担保，李进祯就没担心
过还不上钱？

王有刚说：“只要是老百姓的事，李
哥总是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他觉得比
起自己作担保的风险，贫困乡亲能脱贫
更重要。”

不光是马俊，在新生村，李进祯的另
一个帮扶对象田自福成了村里的养牛大
户，现存栏 68 头。两年来，李进祯帮扶
的5户人家，除了一户因病返贫外，其余
全部脱贫。

李进祯的电话在兴隆乡就像群众热
线，很多村民有事都打电话找李进祯。

“他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没完，有些事他
完全可以给人家说上一次就行了，但只

要有人问，他总是一遍遍耐心解释。”王
学红说。

有一次，妻子看李进祯连续几天没
休息好，趁着他午睡，把他的手机调成了
静音。李进祯醒来发现后，不常见地对
妻子发了火。看妻子有些委屈，李进祯
又立刻道歉解释：“很多庄稼人没午休习
惯，万一人家有事联系不上我该多着急，
要多体谅乡亲呢。”

李进祯在基层工作了近 30 年。其
实，他有多次机会调离乡上，但他都放弃
了。李进祯常说：“乡上虽然事多不好
干，但比起到机关坐办公室，我更愿和乡
亲们再近一点。”

这样做人

送别李进祯的那天，天气不是很
好。几天前的雨夹雪让兴隆乡天寒地
冻，十里八乡很多认识不认识他的乡亲
们都自发前去送他最后一程。冬日的寒
风中夹杂着悲泣的呜咽，人们排着长队
与李进祯作最后的诀别。

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从事普通而繁
琐的工作，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的离去为何让这么多干部群众发自内
心地悲伤惋惜？答案出自李进祯的同事
和当地群众：“一个好人”“做事总是先考
虑别人的感受，把自己放到后面”。

善良、敦厚、仁义、诚实的传统美德
熏陶出李进祯的为人底色；乐观、幽默、
积极向上的品质，塑造了李进祯的人格
魅力。

李进祯去世后，马海军为他写诗送

别——“你走了，走在了时光之外。现
在、将来，疼痛抑或其他的喜怒哀乐再也
不能拿捏你了。你转过身的时候，一定
又憨憨地笑着挥了挥手。”被马海军称作

“老兄”的李进祯，平时会用诗的语言描
写工作，与他唱和。用诗送别李进祯，寄
托着别样思念。

工作和生活中，李进祯也曾因遇到
难事、烦心事而气馁、生气，他总是能在
最短时间内消化排解，绝不把负面情绪
留给别人。“有时看他明明有心事，你咋
问他都是跟你笑着说‘没啥’。等他排解
了才讲出原委，他不愿因为自己的事麻
烦别人。”王学红说。

李进祯总说，我最大的抱负就是要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当李进祯选择加入
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的组织后，他便立
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李进祯入党27年，始终将入党誓言
作为人生信条，用行动践行着忠诚、为
民、担当、干净的政治本色，始终没有忘
记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他刚参加工作时，在海原县关桥乡
就留下好名声，很多人都知道乡上的李
会计品行好、为人正，抢着给他介绍对
象。”王学红回忆，在李进祯看来，一名党
员、一名“公家人”，哪怕占公家一分钱便
宜那都是罪。他对钱看得很淡，经常几
百元几百元地接济贫困户。

李进祯经手的公款有上千万元，他
没动过一分钱。直到去世时，自家还背
着16万元贷款。

李进祯工作辛苦是有目共睹的。作
为财政所所长，乡上大小款项都要过他
的手，工作量比其他岗位繁重很多。但
李进祯很少麻烦别人，再苦再累都自己
扛。他常说：“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
有了今天的好日子，要知道感恩。干再
多的工作，也是我的分内事。”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李进祯更是
一心扑在帮助群众脱贫的事业中。“他从
小家境贫寒，最了解百姓疾苦。他经常
说，作为党员干部，帮助百姓过上好日子
才对得起良心。”王学红说。

“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的，更
是青年一代的。”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这句充满激情的话语激励着一
群年轻人冲锋在传播真理的最前
沿。他们是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
士宣讲团，10多年来，他们奔走在
军营一线、学校社区、田间地头，向
人们讲述着中国故事，诠释着中国
道路，坚定着中国信念。

今年42岁的黄朝峰教授是国
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的第
一批成员。当时，学校里的不少博
士、硕士只看重各自的专业研究，
觉得理论课程用处不大，不愿意
听。老师想了一个办法：让学生们
自己讲给自己听。于是，黄朝峰就
成了第一个走上讲台的人。

在备课过程中，黄朝峰发现
要想使理论通俗易懂，就要举例
子、讲故事。而且自己所在的国
防科技大学，就有很多鲜活事例。

黄朝峰的第一节课选择围绕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银河”巨
型计算机展开。“我们大家把要造
的巨型机叫争气机，就是要争一口
气，不能让西方国家再卡住我们的
脖子。”这是国防科大“银河”计算
机领军人物胡守仁教授的名言。
黄朝峰说，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
他被深深震撼了。从1979年邓小
平同志提出要造巨型机，到1983
年12月份首台亿次巨型机“银河”
问世，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从“银河”到“天河”，从亿次到千
万亿次，他们在27年里完成了世界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逆
袭”，创造了中国速度，登上了“世界之巅”。

“这一奇迹是靠什么创造的？答案就写在可贵的银
河精神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
搏。”讲台上，黄朝峰述说着老一辈国防科大人的爱国情
怀，讲台下，听课的师生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

宣讲团成员杨培宇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时对“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句话感触颇深。2016年 6
月份，在导师刘戟锋教授的带领下，杨培宇加入了中国科
协重大调研课题《战略高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研究》课题
组，并将课题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方向。在研究过程中他
发现，自己所承担的课题部分在理论层面有很大的延展
空间，如果只是从所学科技哲学角度对其研究探讨，完成
结题目标并不难，但是想要把课题做精做细却不容易。

就在杨培宇为这个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宣讲团内一
场交流会让他找到了突破口。这一天，国防经济专业的
5名学员正结合国家关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大
战略思想作成果交流。杨培宇发现，“战略高技术成果转
化体系”在概念内涵和外延上都和“战略新兴产业军民融
合体系”有共通之处。交流会后，他便急忙要来了交流材
料和课件，学习其中的理论要点和逻辑思路。尽管自己
此前并未接触过国防经济专业，但是在与同学的请教讨
论中，他逐渐厘清了两个学科之间在这一领域的逻辑支
洽点，对课题研究的思路也越发清晰。

随后，杨培宇通过引入部分国防经济理论构建了战略
高技术成果转化体系的逻辑模型，在分析国内外现实案例
基础上，证明了战略高技术成果转化与军民融合之间存在
的内在一致性。2017年4月份，他在中国科技会堂顺利
完成结题答辩，所提交的专报通过了中国科协评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通
过深钻细研夯实学生们的理论基础，把信仰理论、学用讲
话变成同学们的自觉追求，让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
官兵群众的学习成才、干事创业的强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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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安徽肥西颇有些寒意，但是在丰乐镇万亩莲藕基

地，20多位采藕人却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从去年7月下旬到

今年3月份，他们将在这万亩藕塘里工作，享受丰收的喜悦。

人们常说“吃藕容易挖藕难”。藕很娇气，稍微有一

点外伤，黑色的泥水就会渗进去，藕就不值钱了。大多数

时候，挖藕人都是徒手去挖。藕通常有四五节，一米多

长。挖藕人要小心翼翼，不能将藕折断。丰乐莲藕基地

的采藕人每天工作约 9个小时。为了挖藕，在泥泞的地

里要浸泡7个小时左右，经过半机械半人工的方式采摘、

捡藕、挑藕，才能将收获的莲藕顺利装车。

“没有用水枪之前，我们一人一天只能采二三百斤

藕，使用了水枪后，差不多一人一天能采 1000多斤。”采

了十几年藕的黄典发说，他们一天的收入大概有 500元

左右，还是很可观的。这些采藕人的年龄，大多 50岁左

右。看着成片收获的莲藕，采藕人心里美滋滋的。

上图为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丰乐镇万亩莲藕种植基

地，采藕人董学友（左）、张玉柱将新采收的莲藕装车。

（沈 果 查 辉摄影报道）

安徽肥西：

忙碌的冬季采藕人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李进祯生前的工作场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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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祯（左一）生前带领村民对乡村环境综合整治。 （资料图片）

在李进祯帮扶下，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马俊通过养牛，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