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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2013年11月6日，时任黑龙江省宝
清县政协副主席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于海河，在工作期
间突发疾病，因医治无效逝世，年仅51
岁。在于海河的身上，变化的是频繁调
动的工作岗位，不变的是他一心为民的
公仆情怀。

于海河，196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
庭，他了解农民的艰辛。小时候，父亲常
常为了他的几元钱学费发愁，那时候他
就希望长大后能够让农村富起来，让农
民富起来。

参加工作后，于海河一直在“三农”
领域敬业拼搏，数十年如一日。股骨头
坏死多年的他，走路总是一瘸一拐，但这
道身影在与他接触过的人心里却是十分
高大。

在担任宝清县龙头乡副乡长期间，
为了给群众增产增收，他尝试推广种植
优良大豆品种“153”。刚开始，农民并
不认可这一品种，于海河自己领办了种
子基地，走家入户去请群众参加乡里举
办的培训班。即使忍着个别群众的奚
落，也要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最
终让优良品种得以落地推广。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153”让不少农户秋后抱
回了“金砖”。在七星泡镇担任镇长、党
委书记时，他带头引导农民种植经济效
益好的农作物，让数以千计的农户走上
了富裕之路。

于海河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应
该感恩农民、报答农民、帮助农民。无论
在哪个岗位上，他都起早贪黑，埋头苦
干，总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他是宝清

县现代农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了使
农业产业形成规模，于海河锲而不舍地
培育扶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先后指导
建立各类园区30个。由他一手策划建
设的方胜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成为全省
现代农业的一面旗帜。

于海河忙的时候经常来不及吃上一
顿热饭，多年疾病缠身的他，工作中经常
会脸色发白，米粒大的汗珠沁满额头。
身边人催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现在
工作正在紧要关头，等我忙过这一阵子
再去检查也不迟。”

2013年，在离世前一周，发病引发
剧痛，他依然强忍着坚守在工作岗位。
在他离世前一天，他还领着一帮人在园
区研究工作，剧痛再次发作，他偷偷前往
办公室服了两片止痛片，稍做调整后又
迅速回到了工作一线。就在离世前一小
时，他还在修改工作需要的文字材料。
家人给他准备的饭，凉了又热，热完后他
也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在进医院手术室
前，他还在和身边人说：“都老毛病了，过
去吃两粒止痛片就好使。”哪知，因腹腔
感染引发败血症，于海河沉沉睡去，再也
没有醒来。

于海河视事业为生命，视群众如亲
人。他总是把别人看得很重很重、把自
己看得很轻很轻。

2014年2月1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
追授于海河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2014年6月，中央组织部追授于海河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文/新华社记者 齐泓鑫
（据新华社电）

于海河:视群众如亲人

作为儿子，父亲病危他不在身
旁；作为丈夫，他不顾家，妻子动手术
也没能陪护；作为父亲，他拒绝帮儿
子找份工作……这就是毕世祥，在雪
域高原工作30多年，被群众称为“马
背上的干部”。

毕世祥，藏族，1982年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工作，198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前系四川省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2013年12月16日，下乡调研
途中，他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
尔寺山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终年
53岁。

毕世祥深深眷恋着自己的家乡，
他把无尽的爱化作建设家乡无怨无
悔的奉献。身边的同事说，只要工作
需要，组织安排他去哪儿，他就在哪
儿扎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无论做
什么工作，他都能成为“行家里手”。

1997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
州旅游局局长时，州内尚无一处开放
营业的景区。为编制全州旅游发展
规划，他常骑马到高山深谷实地调
研。当时，甘孜交通条件落后，主要
代步工具是马，有些地方连马也走不
了，只能徒步。人困马乏，只能拽住
马尾巴，一步步向前。就这样，他走
遍了当地上百个景点，编制了几十个
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撰写出数十万字
论文。

在担任甘孜州旅游局局长的11
年里，毕世祥为甘孜全域旅游开辟了
一片新天地——海螺沟、稻城亚丁等
一批生态文化旅游景区被打造成国
际知名景区，旅游业成为甘孜州的支
柱产业之一。

2010年“4·14”玉树地震波及
甘孜州石渠县等多地，毕世祥冒着余
震、滑坡危险，迅速赶赴受灾地区开
展抗震救灾。一年中，他11次到石
渠灾区、6次赴玉树灾区，全力参与
恢复重建。当地很少有人知道，毕世
祥每逢天气变化或身处高海拔地区，
就会头痛难忍，要靠吃安眠药才能
入睡。

毕世祥常年奔走在基层。担任
甘孜州副州长期间，分管“三农”工作
的他平均每年行程8万公里，一年有
200天以上时间在基层农牧区。在
毕世祥带领下，甘孜州农业生产实现

“四连增”，构建了北部生态、南部特
色、东部效益的全州农业新格局。

毕世祥脾气直。同事说，只要是
违反原则的事，他都明确反对；不管
谁提出违反原则的请托，他都当面
拒绝。

从不徇私的毕世祥把群众当作
家人，被群众视为家人。工作以来，
从高寒牧区到山高谷深的农区，毕世
祥进村入户，自掏腰包给困难户买米
买油买被子，殉职时衣兜里还装着提
醒自己为孤儿买新衣的便条。

毕世祥去世后，被中组部追授
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名
来自高原的康巴汉子，长眠在大渡
河畔，长眠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他的话至今仍在人们心底回响：“你
把群众当亲人，会忍心看他们受
苦吗？”“别把我当领导，我们是一
家人。”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康锦
谦

（据新华社电）

毕世祥：雪域高原铸丰碑
文建明，1963年生，1987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四川省南充市营
山县委常委、城南镇党委书记。

上世纪80年代初，文建明从南充农
学院毕业后，毅然放弃城里工作机会回
到农村，一干就是30多年。他先后在8
个乡镇做过党政“一把手”，每到一处都
开创出风清气正、干群融洽的局面。

2003年，文建明到城南镇任党委书
记。当时的城南镇被称为“城烂镇”，班子
涣散、账务混乱，上访多、治安差，社会矛
盾突出。

文建明深知，只有发展，才能真正解决
问题。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葱、蒜苗等“佐
料产业”；同时，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
进一批个体私营业主，新办130个个体私
营企业，建成“农资供销一条街”“饮食服务
一条街”“建材加工一条街”“农机钢材一条

街”……城南镇一跃成为全县有名的富裕
和谐示范镇，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
2130元提升至2010年的7780元。

通过对长期乡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
结完善，文建明创造性地推行“三制三定
三教育”和“两下两集中”工作法，并在全
国乡镇得到推广。他先后被授予“全国
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道德模范”等称号。

2003年，文建明就被查出患有早期
肝硬化，家人和同事都劝他好好治疗，可
他总是以“工作忙”为由一推再推。
2005年，文建明被查出患有原发性肝
癌，此后8年，先后接受了38次手术。

“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活得有尊严，活得
有价值，活得有精神”，他一边顽强地与
病魔作斗争，一边拼命工作。

2014年1月25日，51岁的文建明
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上千名干部群众赶
到营山县殡仪馆泪别这个一心为民的好
书记。

文建明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干部砥砺
前行。“我们要像文书记那样奋发有为、
努力工作，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营山
县小桥镇党委书记白秀华说。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薛 晨
（据新华社电）

文建明:勤政为民的好书记

“开不完的荒，割不完的草，光棍汉
子满街跑……”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王胜最初当选河北省内丘县柳林镇西石
河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里的场景。西石河
村位于太行山丘陵区，缺水少土、旱涝无
常，沙坡薄地“靠天收”，村民们仿佛摆脱
不了“穷”的宿命。

王胜，1955年11月出生。1975年
夏天，20岁的他有了改变自己“穷”命运
的机会：保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为他送
来了“鲤鱼跃龙门”的人生机遇。他却做
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留下，当村党支
部书记。

“村子又穷又乱，‘走马灯’般换了
13任支书，他傻？”当时，好多人不理解
他的选择，也不相信他的能力。“这个刚
满20岁的毛头小子，能行？”

“都说西石河村富不起来，我就不信
这个邪！”王胜开始谋划打响治穷的“第
一炮”：“西石河穷就穷在水上，抓住水就
抓住了一切。搞水利，把沙坡地变成水
浇地，大伙儿就能吃上白面馍馍。”

妻子柳小芬回忆说：“那时候，他就
带头背起铺盖住工棚，带着老乡挖井打
坝、扛石砌渠，饿了就拾柴火把干粮烤一
烤，渴了就凿几块冰煮水喝，从冬天干到
开春，终于建成拦水坝和引水渠，改造了
300多亩地。”

此后10年间，王胜和乡亲们硬是凭
人力修建了1座水库、10眼大口井，将
村里的绝大部分地改造成水浇地，当地
人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温饱问题解决后，王胜又亮出了下
一招：修建学校、发展集体经济。

为了让村里孩子们住上像样的教学
楼，王胜骑着摩托车，购钢材、买物料；为
了节省资金，他们建土砖窑，脱坯、烧砖，
一趟趟往工地上拉……1986年，三层教
学楼建成，30多年来，从这所学校走出
了上百名大学生。

为了让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
王胜没日没夜地跑项目：1992年长寿
岗矿泉水饮料厂正式建成投产，当年获
利26万元；1994年后村内陆续建成红
豆沙、绿豆沙、枣仁宝、酸仙露等生产
线，建成酸枣仁加工基地，每年获利几
百万元；1999年全村开展土地流转，启
动百果庄园；2002年，百果庄园扩建，
建设水上娱乐中心、蔬菜温室、农家生
态餐厅……

项目越来越多，王胜越来越忙。
2014年2月2日，终因积劳成疾，病倒
在工作一线，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
59岁。

儿子王绍宇回忆说：“父亲一年到头
休息不了几天，要不就是在外跑项目，要
不就是在工地劳动，没日没夜的辛劳把
他身体累坏了，去世前他脑子里想着的
还是村里的事情。”

如今，明媚的春光正铺满鲜花簇簇
的百果庄园。乡亲们说，老书记是为西
石河人过上好日子累死的，没有他，我们
哪能吃上旅游饭，哪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为了留住王胜的音容笑貌，他们把
王胜的雕像矗立在百果庄园的正中央，
更矗立在大家滚烫的心间。

文/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 齐雷杰
（据新华社电）

王胜：只为给老百姓多干实事

熊熊大火、滚滚黑烟，生死瞬间，他把两岁女童紧
紧抱在怀里，让自己的血肉之躯成为孩子的保护垫。
最后孩子得救，他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就是广西玉林市原公安消防支队名山中队指导
员杨科璋。

民房起火，有人被困。2015年5月29日深夜，杨
科璋接到任务，与战友们紧急前往处置。

起火建筑共9层，其中第2、3、4层正猛烈燃烧，楼
内临时木梯已烧毁。杨科璋和3名战友组成搜救组，
沿消防梯爬到起火楼房楼顶，逐层往下搜救。

狭窄的楼梯间形成“烟囱效应”，吸收着火场的高
温和浓烟，即使借助强光灯，还是伸手不见五指。杨科
璋和战友们摸索着前进，在5楼一处卫生间内找到了3
名被困人员。

一名妇女瘫坐在地，10岁大小的男孩剧烈呕吐，
一个小女孩不停咳嗽。浓烟正不断涌入卫生间，如果
原地等待，被困人员会有生命危险。杨科璋立即用防
火服包住小女孩，冲出卫生间……

当战友们找到杨科璋和小女孩时，他们正躺在一
楼电梯井角落里。战友们先摸到孩子，在孩子身下
摸到了杨科璋。他仰面躺着，双手还紧紧抱着小
女孩。

战友们把杨科璋抬出火场时，大家痛哭不已。战
友们分析，杨科璋是因为烟雾太大视线不清，摸索前进
时从5楼电梯井失足坠落。

“高空坠落紧急避险是我们的常训科目，杨科璋坠
落时只要本能地张开双臂，抓摸到楼板或钢筋，就能减缓下坠冲击和调整落地
姿势，极有可能生还。”杨科璋的战友欧灵说，杨科璋没有张开双臂，因为他怀
里还抱着小女孩。

最终小女孩获救，杨科璋壮烈牺牲，年仅27岁。
获知杨科璋牺牲的消息，很多人自发来到当地广场，点燃心形蜡烛，拉起

写有“悼念消防英雄杨科璋”字样的条幅，不少市民纷纷落泪。2015年6月1
日，公安部批准杨科璋同志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在生死关头，杨科璋舍己救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他的烈火青春，如
流星划过，让人泪目，也让人铭记。

文/新华社记者 何 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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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毕业时，李永强坚决要求去南
沙工作，这一干就是21年，直至将生命
留在祖国的南海。

李永强是河南宝丰人，1968年 10
月出生，1987年11月入伍，1990年6月
入党，历任战士、学员、技术员、气象教员
等职。入伍27年，他先后27次赴南沙
守礁，累计守礁时间86个月。

李永强自幼受大伯早年参加解放战
争、多次荣立战功经历的熏陶感染，从小
对军营充满向往。他常对战友讲：“激情
奋斗的青春最精彩，顽强拼搏的人生最
光荣。”

为搞清楚南沙水文气象要素变化特
点，李永强和战友克服重重困难，认真梳
理总结南沙水文气象变化规律，编写的
《南海水文气象观测教材》成为南海海洋
气象培训的第一本专业教材。

南沙海域气象复杂多变，台风、寒潮
频发，气象预报被业界称为难啃的“硬骨
头”。李永强就时常提醒自己，小数据连
着大气象、小疏忽影响大安全，每一次测
报数据都要慎之又慎、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2003年以来，李永强和战友共同努

力，建立南沙第一套地面气象自动化观
测系统，建成南沙第一个大气波导站，创
造了南沙水文气象事业的10多个第一，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海洋局高
度赞誉和充分肯定。

李永强与海为伴、以礁为家，踏遍了
南沙的每一片海域，先后在礁上度过9
个春节。由于长期在前线守礁，李永强
由当初壮实的中原汉子变成了头发稀疏
的小老头，还患上了头晕耳鸣、风湿疼痛
等多种病症，尤其是关节炎发作时，上厕
所、下楼梯都需要有人搀扶。

2014年2月23日，南沙华阳礁气象
站升级改造，在乘艇登礁途中，李永强在
华阳礁航道口处突遇巨浪，艇体打横，左
翻倾覆，艇上人员全部落水。李永强不顾
自身安危，先将身边的小艇艇长乔龙用力
推向浅滩，又奋力将小艇挂钩手张港推向
礁盘，自己却被卷入航道中央，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没有来得及向亲人战友告
别，便匆匆离开了他挚爱的南沙和钟爱的
事业，把生命永远融入了广袤的南海。

文/新华社记者 黎 云
（据新华社电）

李永强：忠骨融入广袤的南海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身中数刀后，
他仍竭力缉凶，直至倒在血泊中。他叫
胡钦春，牺牲前是湖北省宜都市公安局
陆城派出所民警。英雄出生于1973年，
共产党员。

2014年3月29日20时许，宜都市
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宜都市第一人
民医院旁建行处有一名群众被打，值班
民警胡钦春和同事朱太林迅速赶赴现场
处置。在一家烧烤店附近，找到涉嫌打
人的鄢某等3人。

胡钦春上前盘问时，嫌疑人鄢某拔
腿就跑。胡钦春对年长的朱太林说：“你
把这两人看好，我去追。”追赶约300米，
至宜都市工人文化宫旁一偏僻小巷内，
犯罪嫌疑人鄢某突然持刀暴力对抗，致
使胡钦春颈部、胸腹部多处受伤，鄢某
逃窜。

监控拍到，当时的胡钦春捂着脖
子和胸口，步履极为艰难。流血过
多、身体十分虚弱的胡钦春对朱太林
说：“我没力气了，快请求增援，把他
抓回来。”这是胡钦春留下的最后一
句话。

朱太林赶紧上前扶住他，发现胡钦
春的脖子、胸部、腰部多处中刀，警服被
血浸透。

胡钦春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
他身中7刀，颈脉被割断、胸腔被刺穿。
虽全力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于当晚22
时许离世。

宜都警方连夜组织警力对鄢某实
施围捕，次日凌晨5时将其抓获。鄢
某供述，胡钦春被捅好多刀后仍不放
手，最后他使劲踹开才逃脱。

2014年7月，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民警胡钦春被害一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鄢某公然对
抗法律，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
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鄢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

牺牲时，胡钦春年仅41岁。2014
年5月，他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
士；2014年8月，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湖北省宜
都市委追授胡钦春“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宜昌市总工会追授胡钦春“五一劳动
奖章”。

英雄牺牲后，当地以他的生平事迹
为原型，编排了楚剧《警魂》，不断在各地
巡演，深受各界好评。

文/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李思远
（据新华社电）

胡钦春：舍身尽职铸警魂

“快去问问，被撞的人怎么样了？”
2014年4月11日夜，躺在病床上的王文
成，留下了最后一句话。这是他短暂人
生最好的注脚——心里永远装着别人。

王文成，1973年6月出生，生前任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
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2014年那个夜晚，王文成接到报
警，一辆轿车将一位横穿高速的行人撞
飞，生死不明。

“早一分钟找到人，就多一分救助的
希望。”赶到现场后的王文成迅速指挥现
场搜救。几经周折，终于在路西侧几十
米外的地方看到疑似被撞的人。

王文成闻讯立刻从路的另一侧赶
来。谁也没有想到，因雨天湿滑，王文成
在翻越护栏的时候，从7米高的桥面缝
隙中跌滑坠落，内脏受到重创造成大量
失血，最终抢救无效，因公牺牲。

“当时王队长明明可以多走几十米
绕过来，完全是救人心切呀。”一同出警
的同事牛金刚说。

王文成葬礼那天，上千名群众自
发前来为他送行，沿途摆满了花圈，人

们满含热泪送别这位舍己为人的
英雄。

自1992年4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王文成一直奋战在交通管理工作第一
线，长期坚持路面执勤。每当遇有雨雪
雾和交通高峰时段，他总是冲锋在前，保
畅抢险。同事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
高速上王文成把抛锚车辆中的病人或孕
妇紧急送往医院，或是冒着车辆爆炸的
危险，将交通事故中的伤员转移到安全
地带。

每年除夕，王文成几乎都是在执勤
岗位上度过。为了让老母亲不孤单，他
总是张罗亲人团聚，唯独缺他自己。

2015年5月19日，王文成被公安部
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
号；2015年6月被评定为烈士。

“优秀共产党员对于群众的困难别
说尽力而为，而是要全力以赴”。当家人
清理王文成遗物时，发现他在《卓越党员
干部的13个习惯》书中圈出这句话，并
特别画了一个五角星。

文/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杨丁淼
（据新华社电）

王文成：全力以赴 以身殉职

毕世祥（左一）（资料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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