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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名单也随之公布。

在这份名单上，71位河北人榜上有名。在他们
之中，有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有国企和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也有村“两委”班子成员、村级经济合作组织
负责人……

虽然名单上的人职务有高有低，年龄有大有小，
经历各不相同，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
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读懂名单上这些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共产党
员，就能读懂脱贫攻坚不断取得胜利的密码。

“老百姓富了，我比他们还高兴。群众脸上喜悦
的笑容，就是百姓对共产党员最高的拥戴。”谈起自
己做脱贫工作的初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衡水
扶贫办副主任李双星这样说。

为了让群众富起来，自2002年4月就任阜城县扶
贫办主任开始，李双星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他
风里来、雨里去，牺牲节假日为乡亲们开设夜间扶贫
课堂。20多年来，李双星帮助数万名贫困农民成功脱
贫，还先后被评为“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全省作
风建设十佳典型人物”“百姓喜爱的好官”。

但在他本人看来，这些头衔都比不上贫困群众
给他的另一个称呼——“李扶贫”。因为在李双星心
里，“这个称呼，是群众对我这名党员扶贫干部的最
大认可。”

仔细翻看这一名单，除李双星等少数长期在扶
贫领域工作的干部外，更多党员干部此前并未接触
过扶贫工作。但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他们仍然以
共产党员作风和自我要求，迅速成为脱贫攻坚战中
的中坚力量。

“荒凉，贫困，没有人气。”回忆2016年2月刚去
张家口阳原县四十亩滩村时的情景，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副院长孙国亮这
样描述。

当时，全村132户中有63户是贫困户，在村里留
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全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
元。孙国亮带队刚到村里时，就连村民都对这个“白
白胖胖，右手还打着石膏”的“警校老师”没抱什么
希望。

面对这种情况，孙国亮的心里却铆足了一股劲
儿：“我是老党员了，脱贫攻坚是党组织给的任务，我
就是头拱地，也得干成这件事！”

为了寻找好的脱贫项目，孙国亮从生活费中挤
出钱，带着村干部到保定、邯郸等11个市县参观学
习。经过考察，他确定了通过发展大棚产业带领村
民脱贫的目标。

夏天的大棚里，温度高达40℃，孙国亮在里面
劳动，一干就是一天，双脚泥巴、一身臭汗。“2016年
9月30日，我们开园卖出了第一车菜，挣到了合作社
的第一笔钱……”那一幕带给自己和村民的喜悦，孙
国亮至今难忘。

艰苦的扶贫生活，让初进村时“白白胖胖”的孙
国亮变得又黑又瘦，体重降到了130多斤，两只大手
上满是老茧和泥痕。但孙国亮对此不以为意：“为人
民谋幸福是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只要农民脱贫了，我
这点苦算什么呢？”

今天，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这些党员干
部又昂首带领乡亲们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党员，奋斗在
脱贫攻坚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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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八百里太行，撑起了整个河北的骨架。而对于河北农业大学师生来说，太行山则是一条

道路、一种精神——

40多年前，面对太行山区800多万贫困人口，河北农大秉承优良办学传统，以承担“河北省太

行山区开发研究”项目为契机，把科技送进农户，把知识献给农民，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走出了

一条享誉全国的“太行山道路”。

致富八百里，成果遍太行。40多年后，随着一份河北农大参

与“太行山道路”的优秀教师名单的出炉，“教学、

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太行山道路”和“艰苦奋

斗、甘于奉献、求真务实、爱国为民”的“太行

山精神”，愈发清晰起来。

▲2012年4月
13日，河北农业大
学教授李保国，在
临城县绿岭果业公
司科技园为果农讲
解薄皮核桃高接换
优技术要领。（本报
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1989年7月，
李保国提交的入党
志愿书封面。

河北农大供图

▲暑假期间，河北农大师生深入塞罕坝林海
的实习基地开展科研调查、暑期实践等活动。（本
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贾 恒摄

▶2021年3月25日，河北农大林学院教授
齐国辉（右）在临城县贾庄村为果农讲授板栗春季
管理技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入党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021 年 4 月 23 日，河北农业大学西校区校
史馆内，一份河北农大参与“太行山道路”优秀
教师名单呈现在记者面前——

“王健（已故）、杨文衡（已故）、张润身（已
故）、徐海光（已故）、安建昌（已故）、于宗周（已
故）、李保国（已故）、周吉柱、马峙英、马宝焜、张
立峰、孙建设、皇甫中泗、谷子林、张玉星、李明、
李建国、曹克强、刘俊峰、邵建柱、陈雪平、杨欣、
高洪波、李忠勇、张雪梅……”

这份名单中的人，年龄跨度很大：有的正值
壮年，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却已故去；

这份名单中的人，专业各有不同：有的长于
养殖，有的专攻林果，有的精于蔬菜。

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一个共同身份：共
产党员。

“40多年来，河北农大一代又一代师生无怨
无悔、不计报酬地投身太行山，为山区人民创造
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效益。在这些师生中，党员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模范带头作用。”河北农业大
学校长申书兴介绍。

这份长长的名单，串起了河北农大教师 40
多年来薪火相传、扎根太行的一个个动人故
事。而名单上的一位位党员，见证了“当代愚
公”助力太行山区农业振兴、实现脱贫攻坚的整
个过程。

时间回到 1979 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刚刚结束不久，河北省科委就作出了全面开发、
综合治理太行山的决定。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当时的太行山区仍处
在深度贫困之中，山区人民常年过着“吃粮靠返
销，花钱靠救济”的日子，有32%的山村人均年收
入在 50元以下。也正因如此，在经过多次论证
后，仍没有单位敢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

眼看任务陷入僵局，小麦专家、时任河北农
大副校长的王健主动请缨：“别人不干，我们
干！太行山这块骨头再硬，农大也要啃！”

经过多次考察，河北农大把位于深山区的
易县阳谷庄村定为试验区。当年仲春，一支由
15个学科的教授、讲师、助教等70多人组成的科
研队伍开进了阳谷庄，拉开了“太行山区综合治
理”的序幕。

当年首批进山的许多农大老师，都对恶劣
的交通条件印象深刻：当时从保定到易县县城
再到阳谷庄，不到100公里距离，却要换两次车，
花费四五个小时。进入深山区后，老式吉普车
在“搓板儿路”上的剧烈颠簸，让人“骨头几乎散
了架”。

但为了尽快掌握第一手材料，王健带领农
大教师们踏遍了阳谷庄的每个角落，制定出阳
谷庄开发的总体战略规划：利用当地优势，首先
开发干鲜果品生产加工和小家畜、家禽饲养，尽
快让农民手头宽裕一点。

“一开始，无论是农作物品种更新，还是果
树修剪、化肥使用，山区百姓们连这些最基本的
种植、养殖知识都不具备、不理解，我们就是从
传播普及最基本的农学知识和技术做起的。”如
今已是河北农大四位终身教授之一的张立峰，
当年还是一名本科生，曾多次跟随老师们赴阳
谷庄进行教学实习。当时山区农业生产的落后
情景，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在农大教师们的努力下，1980 年春天，“奇
迹”出现了：起步第一年，阳谷庄试验区便以 98
万元的投入，获得 3330 万元的经济效益。山区
人民第一次尝到了科技进山的甜头。

也正是在 1980 年，时年 65 岁的王健，经特
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这一选择，
王健生前曾说：“太行山开发很苦，共产党员必
须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我要入党。”

1981年，国家科委充分肯定了阳谷庄试验区
的先治穷后治山、优先推广适用技术的路子，将
河北农大“山区综合治理试验”发展成为“太行山
开发研究”课题，纳入国家科研计划，并扩展到河
北省4个地区的24个县，设立59个试验基点。

农大教师们也由此开启了一场科技扶贫实
践——

果树专家马宝焜，带着学生们将刚刚从国
外引进的红富士苹果种到了顺平山区；

刚刚毕业留校的李保国，跟随水土保持课
题组的老师们，开进了前南峪；

和李保国同年毕业留校的张立峰，跟随小
麦专家徐海光去了唐县军城；

比李保国和张立峰晚一年毕业留校的谷子
林，则开始了在太行山区的养兔生涯……

他们中的每一位，后来都成为各自领域内
的权威专家，也都在参与太行山农业开发的过
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如今年已 86 岁高龄的马宝焜所说：“入
党，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党员教师们的带头努力下，1986年春，河
北农大“太行山开发研究”正式被国家科委命名
为“太行山道路”。

“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有一个无论如何也
绕不开的人——

他就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李保国。

1981 年 2 月 26 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
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仅 1周后的 3月 6日，他就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
行山，来到邢台前南峪村，投身小流域立体开发
项目中。农家子弟出身的李保国在苦读之后又
回到农村，心中却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失落：“我
学的东西，只有农村用得着啊。”

在前南峪，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李保国跟
随课题组，一待就是十几年。经过十几年的开
发治理，前南峪村从草都长不好的荒山秃岭变
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
90.7%，植被覆盖率达 94.6%，并获得了“全球生
态环境建设500佳”提名奖。

时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老一代专
家、教授逐渐退居二线，以李保国为代表的河北
农大中青年教师，开始逐渐挑起了太行山开发
的“大梁”。

此时，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让山区绿起来
的李保国，开始考虑如何让群众富起来的问
题。经过思考，他决定帮助山区发展经济林木。

1996年 8月，太行山连降暴雨，许多地方树
倒屋塌，田地毁损。洪水冲毁了内丘县岗底村
200亩保命田，山上的果树也遭受不同程度的伤
害。李保国随省科技救灾组进村查看灾情后，
决心带领岗底村民重建家园。

他和普通村民一样，抡锤、放炮、挖坑、搬石
头……在他的指导下，岗底的几千亩山场栽种
了 20 万棵苹果树，形成了 128 道苹果生产管理
工序，实现了优质无公害苹果生产的标准化。

参加工作后的 30 多年里，李保国把太行山
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毕生追
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披
绿，带领10多万农民脱贫致富。

2016 年 4 月 10 日，58 岁的李保国因心脏病
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即便在生命最后
的日子里，李保国仍然每天奔波在太行山区的
农业生产一线，用一生践行了“把论文写在太行
山上”的农大精神。

“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这也适用于河北
农大参与“太行山道路”的其他教师。

1991 年，在跟随老一辈教师深耕太行山
区多年后，张立峰作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
课题——“北方旱地农业专题”的主要成员，来
到坝上地区。

当时的坝上地区海拔高、风沙大，气候寒
冷、土地盐碱化，自然条件甚至比太行山区更加
艰苦。

从条件艰苦的太行山区到更艰苦的坝上地
区，对于自己的这一选择，张立峰这样说：“我们
的课题负责人是当时已年届花甲的李仁岗教授，
他身体不好，水土不服。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他仍然坚持带队去到坝上并长期坚守。跟他相
比，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李仁岗吃苦在前、扎根坝上的精神，深深感
染了张立峰。上坝两年后的 1993 年 8 月，张立
峰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坝上，课题组要为农民解决一个多年难
解的问题——蔬菜种植。他们从水土与气候环
境监测试验开始，摸索坝上地区的蔬菜播种时
机，筛选适宜种植的品种，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
冷凉气候，发展错季蔬菜生产。

张立峰至今清楚记得，最早的试种是在张
北县徐家村的一块沙地，“当初那边的农民粗放
生产惯了，白菜种得垄不成垄、行不成行。”可就
这样，1996 年夏天第一次试种就获得了亩产近
万斤的丰收。

种菜赚钱的好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

遍十里八乡，技术在张家口坝上地区很快得到
推广，迅速扩大到山西、内蒙古等毗邻地区。坝
上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张立峰团队在坝上地区取得的成绩，是河
北农大培育“太行山道路”新的生长点的一个缩
影——在完成了最初扎根太行的任务之后，20
世纪 90年代，农大师生将“太行山道路”向山前
平原区、黄淮海中低试验区、坝上地区等六大生
态经济类型区拓展，为河北省实现农业高水平
发展，持续作出新的贡献。

“太行山精神”薪火相传

在采访过程中，名单上一位叫杨欣的党员
教师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与名单中许多深耕太行山区几十年的前两
代教师相比，“70 后”的杨欣已经要算第三代。
其名字后面用括号特别标注的“机电工程”四个
字，也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名单中的大部分老师，研究领域大都是传
统农学范畴。而我的研究领域是机电工程，具
体来说是果园农机装备。”河北农大机电工程学
院教授杨欣说。

在杨欣看来，走好新时期“太行山道路”，必
须把握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果树种植领
域，发展方向是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
因此，通过现代农业机械和现代化果树种植模
式帮助农民增收，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记者随杨欣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顺平县大
悲乡北大悲村太行山第一农业创新驿站——顺
农果品现代农业园区。

放眼望去，漫山的苹果树行距、株距整齐划
一，树间布控着和微机控制室“遥相呼应”的天
线、传感器。

“这个果园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化、机械化、
产业化、可复制,它有效解决了传统果园管理费
时、费力，果品没有竞争优势，增产不增收等问
题。”杨欣介绍，“在这片园子里，从病虫防控到
土壤管理，从花果管理到整形修剪再到水果采
收，都可以通过我们研发的机械装备实现。”

顺农果品现代农业园区的成功经验，成为
“太行山道路”在新时代继续深化拓展的一个范
例。2017年7月，保定市政府与河北农业大学签
订协议，在全市创建推广“太行山农业创新驿
站”，创新打造政府引导、专家参与、企业发展、
群众受益的科技扶贫新模式。

截至 2020 年底，保定 19 个县（市、区）已建
成50家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30.27万贫困人口
在创新驿站辐射带动下走出贫困。

时光荏苒，“太行山道路”上的人换了一茬
又一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求真务实、爱国
为民”的“太行山精神”却传承至今。

传承这一精神的，还有农大的青年学生。
作为河北农大 2020 届毕业生中的优秀代

表，已经读研的田春红刚上大一时，就在李保国
事迹的感召下，主动申请加入了李保国扶贫志
愿服务队。几年里，她跟随专业老师，先后到过
易县、阜平和临城县的很多村子，挨家挨户做调
研，在山区生产一线开展科技服务活动，为果农
答疑解惑、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田春红在大二时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在河北农大，学生们在教学实习和社会调

研中助力农村扶贫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顺平、满城的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研究

生服务队帮村民解决核桃生产遇到的难题；
在顺平神北村，园艺学院服务队义务开展

果树、蔬菜种植技术培训；
在张家口涿鹿、怀来，资环学院服务队对葡

萄烂棒病、黑豆病等病害进行技术指导；
在唐县，城建学院服务队开展山地测量、产

业规划，为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他们和带队老师们一起，奔走在前辈们走

过的道路上，让“太行山精神”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