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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让众多贫困学
子走出大山，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栋梁
之材。国防部原部长常万全、五笔字型发
明人王永民等均出自他曾任校长的南召一
中。在他的带领下，这所河南省偏远山区
的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大
学，其中不乏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
校的学生——创造这一贫困地区中学教育
“奇迹”的，是今年迎来百岁生日的老校长
张纪功。
1921 年，张纪功出生于河南南阳市一
个小山村。少年时期，他就立志从事教育
事业。1950 年从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南召一中前身南召县中工作，
于 1954 年 任 南 召 一 中 校 长 兼 校 党 支 部
书记。
当时的南召一中，地处穷乡僻壤，条件
十分简陋，教室里没有电灯，教学设备只有
“旧书一箱，自制仪器一筐”，桌凳全是土台
子，寝室地上的通铺则是冬铺稻草、夏铺白
沙……然而，张纪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带领全校教职员工艰苦奋斗、立德树人，为
当地贫困学子点燃了希望之灯，让这个深
藏山沟里的学校飞出了“金凤凰”。

张纪功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把学生
师队伍；他特别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深信
培养成全面发展的合格社会主义事业接班 “一校之风实乃校长之风”，其言行对广大
人和建设者。他认为要使学生德、智、体全
师生起到极大激励作用。
面 发 展 ，三 者 相 互 联 系 制 约 ，而 德 最 为 重
他尊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主张学生
要 。 智 育 不 好 出“ 次 品 ”，体 育 不 好 出“ 废
把学和做相结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
品”，德育不好出“危险品”。
与师生一道勤工俭学。打土墙建校舍、烧
不少学生把当年张校长常引用的《钢铁
制砖瓦建起可容纳 2000 人的大礼堂、修建
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名言当作座右铭
小水库引水入校园、修建假山、种植树木花
——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你回首往事
卉……在张纪功带领下，既改善了办学条
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
件、美化了校园，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习惯
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
和技能。
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
很多充满爱心的“小事”，让张纪功改
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变了一个个农村孩子的人生。
工作中，张纪功非常注重校风建设，常
曾在原航天部工作的邵晨回忆：
“当
引用荀子《劝学》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年，校长亲自将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来说明校风、环境对
学）录取通知书交到我手上时，嘱咐我要努
学生学风养成的作用。他还大力倡导尊师
力学习，练好身体，还特别叮嘱我以后要提
爱生，认为学校诸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师
高心理素质。这些嘱托一直伴随着我走上
生关系。在他的引领下，老师热爱教学，学
航天领域工作岗位，以积极饱满的热情面
生勤奋上进，学校充满正气，办学质量不断
对每一个工作难题。”
提升。
今年 6 月，一只眼睛已失明的张纪功，
一 直 以 来，南 召一中立 足自身 培养教
还写信给 65 年前的一位学生，关心着这位
师。张纪功关心教职工，帮助大家解决各
学生及家人近况……
种困难；狠抓教学，建起一支顽强拼搏的教
在学生们眼里，他“朴实，真诚，坚毅，

张纪功在家中。

（资料图片）

追求卓越”
“ 关心教职员工，爱学生像自己
的孩子”。在学生心中，他像一座永远闪亮
的灯塔，无论走到哪里，他的教诲都激励着
学生们踏实做事、诚实做人。
1984 年离休后，张纪功休而不闲，先后
受聘担任南阳市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
员、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副会长等职，调查研究，撰写文章，作专题
报告；将自己著述结为一集《无悔人生》，书
名蕴含了他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为育英才
无怨无悔、自得其乐的情怀。
在张纪功百岁寿诞之际，遍布各地的学
生纷纷向他表达祝贺和敬意。
“ 校长百岁寿
诞庆，八方涌来恭贺声。国泰民安享盛世，
家和心宽沐春风。铺设学子成才路，桃李
天下竞崢嵘。功满育人千秋业，德高寿长
南山松。”

扑 下 身 子 ，干 出 样 子
——记山东青岛莱西经济开发区七星河新村党委书记张建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魏新美

程 强

（资料照片）

相互助力共发展
“张书记，这是各自然村摸底报上来的
名单。”一天上午，新村党委办公室主任林建
军送来一份名单，名单上有种植、养殖能手，
有蔬菜、大理石、玩具等加工者，还有从事餐
饮、金融服务、电商等第三产业人员，满满 5
页，近 100 人。
“我们要成立七星河产业振兴合作社。”
张建东介绍，
“ 七星河新村的产业振兴怎么
干，党委政府要引领，要和村里的这些能人、
带头人商量着来。”
七星河新村由簸箕掌、胡家疃、龙湾等 7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1900 户 5000 多村民。
以前各村都是各自发展，彼此之间没有多少
交集，张建东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 7 个自
然村村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产业联合起来，

不同自然村、不同产业、不同人群相互助力，
形成振兴合力。
史茂胜所说的“正在建的项目”，是落户
村里的钻石小镇。该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建
成后可用工 3 万人，所占 1200 亩地全部来自
龙湾一、龙湾二两个自然村。目前项目第一
期已经开工，可是还有几户农民对征地有抵
触心理。
怎么办？千方百计引进的企业和项目
关系着农村发展，一定要给老百姓讲清楚。
这样的话，张建东几乎天天在村里讲，并且
身体力行去做。说得做得多了，各村干部也

为老百姓干点实事
□ 刘

成

一位正局级干部，为啥主动要求到村里
当书记？张建东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
为老
百姓干点实事。一辈子跟“三农”打交道的
张建东说：
“只有为老百姓干成事，才能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老百姓干点事，这话虽然平实，却透
着情系百姓的情怀。只要有了这样的情怀，
就能发自内心地为百姓着想，为百姓做事，
也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护。
不过，真要为老百姓做点事，不是那么
容易的。首先要勇于把自己的身段放下
来。身为正局级干部，要从过去分配资源转
变为争取资源，从过去被人
“求”
变为去
“求”
人，这种角色意识不转换，就不可能做成

事。张建东在这方面的转变很彻底，
用他的
话说：
“我为老百姓的事
‘求’
人，
不丢人。”
为老百姓做点事还必须有扑下身子扎
根农村的精神。工作有各种难，
各种关系错
综复杂，如果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也难
以做成事。而张建东长期吃住在村里，
真正
与村民心贴心、
背靠背，
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打开局面。
为老百姓做点事还必须有 思路 有办
法。张建东提出的很多理念体现了其思路
和办法。
“三个依托”：
依托党委政府、
依托党
支部、依托老百姓；
“三化”：选择年轻化、专
业化、市场化的新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骨
干；
“六好”：
要让村庄变得好看、
好吃、
好住、
好玩、好学、好就业……从这一系列理念和
实践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位一心想为老百姓
做点事、
践行着
“以人民为中心”
理念的党员
干部的使命担当。

在莱西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 ，张建东（右一）和工作人员现场探讨灌溉用

水问题。

“就二亩半地，政府用着了，咱就拿出来
支持政府工作。”
2020 年 8 月 12 日下午，在山
东青岛莱西经济开发区七星河新村龙湾一
村自然村，74 岁的村民史茂胜遇到村党委书
记张建东，说起村里正在建的一个项目。俩
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半个小时。
“你看咱老百姓多好啊！”从村里出来，
张建东感慨地对记者说，
“我们做村干部的，
有事只要跟老百姓讲明白、好好商量，大家
不会不支持。”
抱着到村里干实事的初心，2019 年 12
月，原为青岛正局级干部的张建东，作为全
市公开遴选的 200 名村党组织书记之一，来
到七星河新村任职。上任大半年，他吃住在
村里，这位 57 岁的村党委书记，想干的事儿
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积极行动起来。6 月，龙湾两个自然村党支
部专门把村民召集到项目工地上，请项目投
资方负责人给村民们开了一场新鲜的“项目
说明会”
。
为什么要建这个项目？主要生产什么
产品？将来前景怎么样？会给村里带来什
么好处？建成后用工对村民有什么优
惠？……项目投资方总经理梁连波把村民
们关心的问题讲了个明明白白。项目说明
会取得良好效果，原来抵触征地的两户村民
会后主动找村干部要求领取补偿征地款，思
想通了，
观念也转变了。

开工。项目对 7 个自然村农田内的路、水、渠
进行综合整理，新挖、整理平塘 5 座，整治道
路 5000 米，为发展高产、高端、高质、高效农
业奠定了基础。
“张书记来到我们村，感觉乡村振兴
有了主心骨，咱日子更有奔头了。”刚刚从
自家大棚出来的西红柿种植户史合言 说 ，
“建大棚提前跟我们商量，给我们请来专
家讲课，产业园建好了，我一定要包两个
大棚。”

打造田园综合体

“这是全省最大的单体农业智慧大棚，
占地 210 亩，从荷兰引进的国际最先进技
术。”当天下午，在位于胡家疃自然村的莱西
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张建东非常自豪地
说：
“ 这个产业园，运用阿里云数据对水肥、
光照、温湿度、二氧化碳等生长要素进行控
制；和传统种植方式比，灌溉用水只有 1/20，
产量能增加很多。
”
“8 月 20 日，温控达到标准后，我们就能
投产。”该产业园运营团队——凯盛浩丰（莱
西）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自然村有村民自建的“土”大棚，新村有
在建的高标准设施大棚，经济开发区有马上
投产的现代智慧温室……传统的西红柿种
植，在当地形成了多结构、多层次的产业业
态，既能满足不同人群工作和生产需求，又
脱胎换骨升级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主导
产业。
“我在平度市当过镇党委书记、在莱西
市做过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在青岛市农委、
扶贫办工作时是局级干部，我这辈子全都工
作在‘三农’岗位上。”张建东语气坚定，
“我
想把这一辈子积攒的工作经验和资源，都用
到七星河新村发展上，全力打造一个乡村振
兴的‘七星河模式’，让城里人愿意来，村里
人不愿走。
”

“凡事要让群众明白，要商量着办”的观
念，让七星河高效农业产业园流转土地非常
顺利，
200 亩地只用了 3 天。
这个产业园坐落在簸箕掌自然村北，占
地 200 亩。记者采访当天，雨后初霁，水泥搅
拌机呼呼转着，工人们正忙着为大棚骨架定
型。已经搭起的银灰色大棚骨架，在蓝天白
云映衬下格外醒目。
簸箕掌自然村有种植大棚西红柿的传
统，村民们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因连年重茬，
病害多，效益受到一定影响。为此，新村党
委争取上级资金 1000 万元，和村里商量规划
设计 47 个高标准设施农业大棚，建成后租赁
给种植户，同时与政府部门、超市商场、高等
院校联合，将产业园打造成集循环农业、创
意农业、农事体验、产销一体、研学合一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工地往东 200 多米，一个绿意盈盈的平
塘碧波荡漾。张建东站在塘边向记者介绍，
这是七星河高效农业产业园的配套水利项
目，对簸箕掌村产业园内现有的沟渠进行了
整理，
争取达到旱能浇、涝能排。
不仅是簸箕掌自然村，七星河新村投资
1500 万元的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 6 月也已

会种地变“慧”种地

“70 后”
的刘健明是广西桂林
兴安县漠川乡福岭村人，几年前，
因为一次意外，
他的左腿被截肢。
从一个健康人变成残疾人，
刘健明说，他经历了很长一段难
熬 的 日 子 ，甚 至 想 过 要 放 弃 生
命。最让一向好强的刘健明忍受
不了的是，原本还不错的家境，因
为这场意外陷入贫困的边缘。他
想改变这一切，可是因为腿脚不
便，无法干体力活，家庭收入大大
降低。
2015 年，刘健明一家被列为
当地的贫困户。
“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靠别
人帮忙，终究难以走出苦日子。”
2016 年，看到有乡亲通过养蜂增
加了收入，刘健明也决定养蜂，他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摘掉“贫困
户”
这顶帽子。
为了掌握养蜂技术，刘健明
主动向当地有养蜂经验的村民取
经，并通过看书、上网等学习方
式，不断提高养蜂技能。
2017 年，刘健明扩大养蜂规
模，有了十几个蜂箱。为了给蜜
蜂提供更多更好的蜜源，他跟随
其他养蜂人跋山涉水寻找蜜源。
因为腿脚不便，他走得慢，而且很
容易劳累，
“ 有时候山陡路滑，我就手脚并用，咬咬牙撑过
去”。刘健明说，靠着这股子吃苦精神，他养的蜂采摘的蜜
源很不错。
2017 年，刘健明靠卖蜂蜜赚了 1 万多元，摘掉了“贫
困”
帽子。2018 年，靠着养蜂和政府帮扶，他家建起了一幢
新房。
脱贫后，刘健明没有停止努力的脚步，继续扩大养蜂
规模。2019 年，他的蜂箱达到 90 多箱。为此，他又开始不
断奔波在兴安县的各个乡镇，成了忙碌的“赶花人”。去年
底，为了赶一个花期，刘健明和伙伴带着几十个蜂箱奔赴
广东肇庆四会市。在野外，他们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
守着蜂箱一住就是 1 个多月。
今年，刘健明的蜂箱数量扩大到 100 多个。他和乡镇
干部说想搞产业化经营，要注册一个蜂蜜品牌。很快，在
漠川乡干部的帮助下，县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为他的蜂
蜜申请注册了“福岭益康”品牌。福岭寓意飞出去的蜜蜂
酿造的幸福蜜有益健康。
身残志坚的刘健明，还是个热心人。今年 9 月 1 日，
他自费请来挖掘机师傅，把漠川乡半峡大桥至马鞍山路
段因塌方堵塞道路的泥土清理干净。他说：
“ 今年上半年
因为疫情影响，我的蜂蜜滞销，在乡政府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员的帮助下，卖出了 100 多斤蜂蜜，收入 1 万多元。现
在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回报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
关怀。”

政 通讯员 杨长波

本报记者 李予阳

养蜂人刘健明：

本报记者 童

百岁校长张纪功

苦尽甘来酿蜜甜

创造河南偏远山区中学育人奇迹——

烈日下的上水工
本报记者 李治国
“7 号站台 G7012 次高铁准备上水作业。”列车到达前
10 分钟，
虞广生和另两名上水工已经做好了接车准备。
连日来，上海连续 35℃高温天气，令人闷热难耐。正
午，烈日炙烤下的铁路轨道上温度高达 50℃，人们即使站
着不动都是一身汗。
在上海火车站，有这样一群身穿黄色工作服的人。他
们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拖着沉甸甸的水管在轨道旁来回奔
走，
只为给南来北往的旅客送上汩汩清凉，
他们就是列车上
水工。列车上的旅客不曾见过他们，但旅客在列车上用的
每一滴水，
都来自他们的辛勤搬运。
“小杨，我们一组从车头开始，小周到车尾加水。”闷热
的天气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
车子刚停稳，
虞广生便开始
指挥“作战”。只见他们两人一组，一人负责插管、注水，另
一人跟在后面配合拔管、回卷，
动作迅速麻利。
短短几分钟，
他们已经奔走了大半截列车，
大颗的汗珠
顺着他们的脸颊、脖子流淌下来，
身上的制服早已被汗水浸
湿。列车停站时间只有 18 分钟，他们必须加快步伐完成上
水任务。
“高温天旅客用水量大，
列车到达后往往缺水严重。加
满一箱水一般需要 12 分钟至 15 分钟，手脚必须麻利才能
在开车前加满。”老虞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站回到指定位
置，做好送车准备。立岗、接车、插管、上水、拔管、回卷、送
车这一系列动作结束后，
一趟活儿才算真正结束。
“如果遇到相邻站台同时有高铁到达，我们夹在两车
之间干活，经受车厢排风口排放出的热浪，真像蒸桑
拿。”刚回到休息室的杨彩宝边擦汗边说，现在上海火车
站一天固定需要加水的列车有 113 趟，约 1800 节车厢，
按照一列火车平均加水 15 分钟计算，上水工一个班有 6
小时都在“蒸桑拿”
。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每当看着一列列火车从上海站
“喝
饱水”
后踏上新的旅程，
上水工们的心里都美滋滋的。
“干了
一辈子铁路，既然做了就要做好。”老虞的话道出了许多铁
路人的心声。

上水工虞广生正在给列车加水。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