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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鄂西武陵山区，乍暖还寒。
在来凤县城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穿着一
件旧棉袄的张富清老人坐在客厅里的火
炉旁烤着火。如果不是去年 11 月份采
集退役军人信息时张富清拿出泛黄的

“报功书”还有几枚奖章，几乎没人知
道这位95岁的老人是一名特等功臣。

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告别军旅，
本色不改。张富清转业后居功不自傲，
对自己的功绩和获得的荣誉隐瞒不宣，
而是主动要求到偏远贫困地区工作，在
平凡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成绩。

浴血疆场 功勋卓著

1924 年，张富清出生在陕西汉中
市洋县。1948 年 3 月份，24 岁的张富
清参加西北野战军，在二纵359旅718
团二营六连当战士。老人说，他来到部
队后，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打仗，印象
最深的是永丰战役。

在永丰战役中，张富清所在的六连
担任突击连。那天拂晓，他和两名战友
组成突击组，匍匐前进率先攀上永丰城
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与敌人展开
激战。

“我端着冲锋枪，对着敌人一阵猛
射，一下子把距离近的七八个敌人全部
歼灭。”说起这段战斗经历，老人手舞
足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战场。“等我
回过神来，才感觉头顶有血往下流，用
手一摸，一块头皮翻了起来。这才意识
到，一颗子弹刚刚擦着我的头皮飞过，
头顶上永远留下了一条浅沟。”张富清
老人说。

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
碉堡下，刨出一个土坑，把捆在一起的
8 颗手榴弹和 1 个炸药包码放在里面，
将碉堡炸毁。

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张富清炸
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战斗结
束，他死里逃生，可突击组的另外两名战
友却再也没有回来。回想起在战斗中壮
烈牺牲的战友，张富清老人老泪纵横。

张富清老人说，当年他的身体很瘦
弱，但他多次参加突击组打头阵。“一
冲上阵地，满脑子是怎么消灭敌人，决
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永丰战役，张富清荣获西北野战
军特等功、一等功。老人回忆说，因
为打仗勇猛，彭德怀到连队视察鼓劲
的时候，多次接见他和突击组战士。

“见面时彭司令拉着我的手讲，‘你在
永丰战役中表现突出，立下了大功’，
还亲手给我授勋。我知道，这是党给
我的荣誉。”

战斗留给张富清的，除了光荣，还
有伤痕。在他看来，这些伤痕是另一种
奖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
人，入党时就宣誓要永远听党的话，党
指到哪里我就坚决打到哪里。”张富
清说。

后来，张富清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
战，先后两次荣获“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除了特等功，还 3 次荣立一等功，
1次二等功。

扎根山区 深藏功名

1955 年，张富清已是 359 旅的正
连职军官，他所在部队面临调整，要去
地方支援经济建设。多次立功、身体有
伤的张富清，原本可以选择回老家陕
西，但得知单位鼓励大家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到边疆、山区去支援祖国建
设，他响应号召选择了去偏僻的鄂西山
区，在来凤县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来凤，张富清先后就职于县粮食
局、三胡区政府、卯洞公社、外贸局、
县建设银行等，1985 年他在县建设银
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几十年里，他从
未向外透露自己的战斗经历。

上世纪 60 年代，张富清被调到三
胡区政府工作，妻子孙玉兰在三胡供销
社上班。随着精简退职工作开展，张富
清动员妻子从供销社离职，减轻国家负
担。当时，粮管所、供销社与食品站都
是最让人羡慕的工作单位。

“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
的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妻子理解
丈夫，辞去供销社工作成为手工业社社
员，靠做缝纫补贴一家6口人的生活。

“张老为人正派，从不倚老卖老、
夸夸其谈，工作中总是挑最困难的任
务，从未听张老讲过去打仗的经历。”
68 岁的田洪立曾与张富清在卯洞公社
共事4 年多，“当年公社班子成员分配
工作片区，张老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
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
最困难的片区”。

在建行来凤支行，许多人知道张富
清，但没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33 岁的
年轻行长李甘霖对张富清敬佩有加。

李甘霖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份，
得知张老要去武汉做白内障手术，需要
植入人工晶体，他便嘱咐老人：“您是
离休老干部，医药费全部报销，可以选
好一点的晶体，保证效果。”后来老人
做完手术回来，李甘霖发现老人只选了
价值3000多元的最便宜的晶体。

张富清说：“我90多岁了，不能再为
国家作贡献了。为国家节约一点是一
点。”

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

3月27日一早，张富清戴上假肢和
84 岁的老伴孙玉兰去超市买菜。“老伴
腿有残疾，但每天都坚持锻炼。”孙玉
兰说。

2012 年 4 月份，张富清左膝盖脓
肿，辗转县、州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又来
到武汉的医院救治，医生建议截肢。“战
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掉
了。”术后醒来，乐观的老人自嘲地说。

伤口刚愈合，老人就沿着病床移
动。回到家中，老人起初沿着床沿锻炼，
后又扶着墙壁练习走路，如今墙壁上还
有老人跌倒后手抓墙壁留下的痕迹。

经过近一年的锻炼，老人能拄着支
架打扫卫生、择菜，帮助老伴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活。“人要自立，不能给
组织添麻烦。”老人说。

张富清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各级

领导多次上门探望。老人总是动情地
说：“当年和我并肩战斗的那些战友，许
多都牺牲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向组织
提任何要求。比起他们，我今天吃的、住
的已经很好了，我有什么资格把战功拿
出来显摆？又有什么资格向组织提要
求。”

老人的卧室里摆放着一张书桌，上
面整齐的书籍中有一本《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黄
色封面的四周已经磨成白色，打开后，
上面有许多用黑色水笔标注的点、横线
等。翻开1983年版《邓小平文选》，里
面同样有老人研习后留下的墨迹。

老人有两本 《新华字典》，一本
1953年版、一本1979年版。张富清只
上过速成中学补习班，1955 年转业到
地方工作后，文化成了他工作的“拦路
虎”。如何提高文化水平？张富清买来

《新华字典》开始自学。
几十年下来，靠着两本《新华字典》，

老人利用工作间隙学习《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等著作，阅读《人民日报》
等报刊，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退休后，他每天坚持读报，并坚持
做读书笔记，还将报纸上的重大时事消
息和时评做成剪报。如今，老人每天仍
坚持读报和看电视新闻。

“爷爷，现在国家形势怎样？”采访结
束时记者问老人。“全党集中力量搞好精
准扶贫，让贫困地区富起来。长江沿线
要搞好生态保护。持续做好反腐倡廉工
作，确保党永不变色。”张富清响亮地
回答。

特等功臣张富清——

藏功名 葆本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在山西灵石县王禹乡枣岭村，有一
位年过六旬的退休干部，他努力钻研造
林技术，带领村民走上一条科学致富
路。为了提高村民们的林业种植技术，
他先后编印、分发了《泡桐如何育苗》

《植树造林技术措施》《泡桐的抚育管
理》等技术书籍，组织举办各种林业技
术培训班百余次，先后有千余人参加
培训。

他就是王禹乡原副乡长胡守志。
枣岭村位于灵石县西南部，地处山

坳，土地贫瘠，加之温带季风气候，夏
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庄稼收成
一般。一直以来，种什么、怎么种才能
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回报，始终是胡守志
思考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想发
展林业，以林致富，就必须有过硬的林
业技术。”作为副乡长的胡守志先后自
学了 《造林学》《森林生态学》《植物
学》等高等教材，系统地掌握了林、果
种植理论基础知识。胡守志早出晚归，
坚持在地里蹲守、观察苗木。枣岭村到
底适合种什么呢？

一次，县政府组织大家前往附近的
平陆县学习林业种植经验。回来后，胡
守志通过对比，认为王禹乡适宜种植泡
桐，并根据理论测算出每株泡桐每年平
均能增值 4.35 元，以此证明王禹乡种

植泡桐的可行性。
“泡桐具有生长迅速、根深、毛根

少、发芽晚、防风、固沙等特点。”胡
守志建议利用泡桐与小麦物候期不同的
自然特性，实行桐麦间作，发展立体农
业。

除了泡桐，核桃产业也是王禹乡发
展的重点所在。胡守志调查了全乡的核
桃林，摸索出一条经验，抓住林木冬剪
习惯，加强夏季修剪和整形，修剪时造
成的伤口当年就可以愈合。他还提出
撑、拉、吊、坠、环剥和喷洒激素等方
法，促进花芽分化。只要一有时间，胡
守志就穿梭在林间地头，顺手修剪，观
察出芽率高低、土壤肥沃度等。

“利用这些办法操作后，我们的核
桃树确实提早结了果，实现丰产。核桃
树能长成这样，多亏胡副乡长的帮忙指
导。”望着地里一人多高的核桃树，枣
岭村村民王有福高兴地说。

在胡守志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
下，枣岭村以及王禹乡都建成了优种
核桃林基地。“近几年，枣岭村核桃业
取得了 4 大突破：核桃品种区域化、
管理精细化；改善光照新突破，枝干
之间科学裁剪，控制距离，改善通
风、透光程度，提高产量；修剪时间
新突破，由原来冬修变为四季修剪；
作业方式由原来人工修剪变为机器修
剪。”胡守志介绍说。

此外，胡守志还对其它树种的多样
化加以探索，发展种植刺槐、侧柏、泡
桐、杨树、白榆、柳树等一些优质树
种，并于2018年在王禹乡洪土村建立
了400亩核桃高产示范园。“这座示范
园预计 2019 年可以收获牧场坚果 400
斤，达到权限最高产量。”胡守志说。

如今，胡守志已经从副乡长的位置
退休，但他依旧孜孜不倦地钻研林业种
植技术，努力为枣岭村再作贡献。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贵州黔
西县素朴镇古胜村党支部书记
冯长书，自2006年5月份参加
村两委工作至今，始终怀着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率领群众，
把一个环境恶劣、极度贫困的
山村带上富裕之路。

困境中抓住帮扶机遇

2006年，正值毕节试验区
专家顾问组调研“喀斯特岩溶
山区循环农业”试验选点，古胜
村特有的“越穷越垦、越垦越
穷”的生活窘境和“一个个光秃
秃的山头”的环境现实进入专
家顾问组视线。古胜村幸运地
成为“喀斯特岩溶山区循环农
业”课题试验村。

冯长书回忆，正因为有了
这个机遇，他才有幸成为“五皮
支书”的代言。为了转变群众
发展观念，冯长书与村两委肩
负起硬着头皮揽事、厚着脸皮
说事的干事揽责精神，同时做
着磨破嘴皮谈事、饿着肚皮干
事、走破脚板皮谋事的动员、动
员、再动员的努力。

冯长书与村组干部、党员
群众在“穷得只剩石头”的绝境
中，与贫穷拼搏，与命运抗争，
按照“高海拔自然恢复、中海拔
退耕还林、低海拔种经果林”的
立体式修复思路，走出了一条

“支部+资源优势”“支部+生态
建设”“支部+科技引领”的发
展路子。

冯长书这一干，就是 12
年。

今年已经68岁的村民陈国兵回忆说：“讲起来都害
羞，当年冯长书让我种果树，我问他果树可以当饭吃不，
还和他大吵了一架，但今天看到房前屋后都是绿油油的
果树，心里舒心高兴，也为当年吵的那一架感到害羞。”

村民陈国兵、陈国荣兄弟俩对当时冯长书多次劝说
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看着成长发展的经果林变为“摇钱
树”，陈国兵兄弟俩满怀感激之情。

12年来，冯长书始终与“喀斯特岩溶山区循环农业”
试验同步而行，抓住帮扶关怀机遇，在“穷得只剩石头”的
绝境中走出了领跑致富的道路。

让村民富起来是我的职责

冯长书说，农村要发展，党建是关键，这一切的落脚
点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受益，让村民富起来，是我的职责任
务。

冯长书紧紧抓住党员队伍，带头实行“党员连片到
户”的工作模式，带领村两委、全体党员，通过建补发展经
果林2937.5亩，招商引资1000 万元建设了贵毕公路古
胜综合服务区32个门面房等。2018年古胜村人均收入
达到9750元。

为使产业可持续、上规模，2016年冯长书带头组织
成立了“古胜村星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村两委为
成员带头组建合作社，实行抱团发展，着力于农特产品的
管护到销售“五个统一”，依托合作社电商平台等渠道“走
出去”，保证产品质量，又保证销售价格，让群众得到了实
惠，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在冯长书的工作记录簿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件
件小事实事。

2018年9月12日，与王涛亲自测量大土二组到百花
四组，组组通公路，长1.5公里，到目前全村“组组通”公
路已建设通车5.9公里。

2018年9月13日，最终确定全村还需要建设通组路
5317米。

2018年9月14日，与工作组测量连户路，胡高荣户
需要硬化道路长22.6米，宽3米，总面积67.8平方米；李
忠贵户长30米，宽1米，总面积30平方米。

全村总面积1832.8平方米；院坝硬化共有罗少友、
杨云华等14户，每户40平方米，合计560平方米。

……
正是有了冯长书这种不忘初心，牢记让村民富起来

的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带着全村群众决战贫困，头脑装
着党性，心里想着群众，肩上扛着使命，在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在毕节试验区的东大门绘就出一幅“百姓富、
生态美”的脱贫生态画卷。

村干部要当好发展领路人

“古胜村是喀斯特岩溶山区循环农业试验点，我一定
要带领群众作试验争示范，当好他们的领路人。”冯长书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村干部到村支书，冯长书一直都在为自己的初心
努力付出。“作为一名村支书、一个带头人，既然选择了村
支书这个岗位，就得风雨兼程，就得肩负起带领群众发展
致富这份责任。”

2018 年 7 月份，冯长书把自己受表彰所得的 8000
多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走访群众。

“金钱乃身外之物，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冯长
书说，村干部就应该站在群众的立场去想问题，要始终把
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把群众当亲人。

在冯长书的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胜村贫困户
脱贫的变化：李光学，2015 年开始引导栽种经果林，
当时他持怀疑态度，看不到经果林什么时候才能有收
益，但是看着我们认真的态度，他同意了，今天，他致
富了。

冯春玉如今栽种经果林4亩，养牛4头，不仅得到国
家补助，也增加了自身发展的信心。

冯春林养鹅300只，鸡200只，粗略计算卖出就可得
到38000余元，算到家里每个人的头上，每人是6000多
元，还不算2头牛的钱。

如今，在冯长书的带领下，古胜村“生态富村、经果强
村、旅游带村”的新目标正在成为现实，群众实现“小康
梦”的绿色蓝图近在眼前。

努力推动科学种植
本报记者 梁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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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守志（左一）正在指导村民修剪核
桃树。 本报记者 梁剑箫摄

上图 95岁战斗英雄张富清。
张 欧摄

右图 张富清老人保存的“报功
书”。 吕 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