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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1990年7月15日，
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多年来，习近平始终强调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
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习近平同志先后3次来兰考视察，要求我们学习焦裕禄，对标焦裕禄，让群众更满意，把
兰考发展好。我们一定牢记嘱托，人人争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河南省兰考县委书
记蔡松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总书记要我们对标焦裕禄
本报记者 曹树林 马跃峰 董丝雨 左怡兵

■ 焦守云（焦裕禄的二女儿）：

他进门就说是来走亲戚的

“本来有点紧张，但他进门就说，我是来走亲戚的，听
了这话，我一下放松了很多。”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说。

2009 年春天，在河南调研的习近平专程到兰考县焦
裕禄纪念园拜谒焦陵。2014 年，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习近平选择兰考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同年3
月 17日，他到兰考实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站就是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第一次到兰考考察时，习近平专程来到焦家小院，
看望焦裕禄的子女和亲属。“他一一询问我们的身体、工
作、生活情况，关心‘焦三代’的成长。”焦守云说，

“他动情地说到，‘焦裕禄同志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还
问‘你们认为怎么学习焦裕禄’。”

“第二次见面时，我向他汇报，正在拍一部介绍父亲
事迹的纪录片。”焦守云回忆，习近平询问了相关情况，
叮嘱随行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部纪录片可作为
教育实践活动的教材。”

2014 年 3 月 17 日晚，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
和兰考县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培训班学员座谈。他
说，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
着读着便哽咽了，我们听着听着也流泪了。

正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发人深省的
“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
留下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
神财富？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
沙丘，父老生死系……”一首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由衷的崇敬和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责任担当。

“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县汇报会上，总书记给我
们诵读了这首词，现场所有人都被深深打动。”时任兰考
县委书记、现任开封市委政法委书记王新军回忆说。

■ 陈百行（兰考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主任）：

总书记说“八项规定”受到“十
不准”启发

“我也是来学习的。”2014 年 3 月 17 日上午，在焦裕
禄同志纪念馆，习近平对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说。

纪念园管理处主任陈百行回忆：“总书记对每件展品
都看得非常认真，走到印有焦裕禄制定的‘干部十不
准’的展板前，他驻足良久。”

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
请客送礼；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
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
社部门要特殊照顾……

“总书记仔细观看修改痕迹明显的‘十不准’底稿，
认真听取讲解，并对随行人员说，中央在制定‘八项规
定’时，曾受到‘十不准’的启发。”陈百行说。

2009 年春，在兰考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习近平把
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再访兰考时，他对焦裕禄精神作出新的论述——要
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

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
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不搞特殊化，习近平以身作则。王新军说：“总书记
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吃的是大锅菜，四菜一汤，住的是普
通学员宿舍，离开时按照标准，交纳了食宿费。”

■ 许静（时任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看成父
母兄弟姐妹

“总书记要求我们像焦裕禄那样，把百姓当作自己的
父母、兄弟姐妹来服务。”4年来，许静把习近平的要求
当作座右铭。如今，她已是桐乡街道纪工委书记，被兰
考县评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2014年3月17日下午3时，习近平到兰考县行政服务

中心考察。许静是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满面笑
容，非常随和。看到一对新人来领证，他高兴地向他们
表达诚挚祝福。”

在服务中心，习近平仔细询问焦裕禄民心热线、县
地税局、县财政局、县规划局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了
解工作流程。他与前来办事的群众交流，听到大家为

“一站式”服务点赞，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看见墙上贴着“服务忌语”：“还没上班，谁叫你来

这么早？”“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习近平停下脚
步，肯定这些“服务忌语”很细很实很有针对性。他
说，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才会说“忌语”，把老百姓看成
父母、兄弟姐妹，就不会说“忌语”。

习近平指出，窗口单位是查摆和解决作风问题的重
点部门，要不断改进，使服务更加精细、规范、高效。
他叮嘱工作人员，为民服务不能刮“一阵风”，不能虎头
蛇尾，不能搞形式主义。

“总书记说，硬件好，固然好，但关键是服务要到
位，说到底，要有一颗像焦裕禄一样为人民服务的心。”

习近平的这席话，至今仍时时激励着许静。

■ 闫春光（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

总书记鼓励我早日脱贫

“总书记就像长辈一样，可随和了。”兰考县东坝头
乡张庄村村民闫春光回忆当时情景，仍是一脸幸福。

2014年 3月 17日下午 4时许，习近平来到闫春光家，
同一家人唠家常。张庄村是焦裕禄防治风沙最先取得成
功的地方。闫春光的奶奶张景枝，曾担任生产队的妇女
队长，参与了当年的治沙工程。

闫春光 10 岁时父亲病故，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10年前，考虑到老人年岁大了，在外打工的闫春光回乡
办起了养鸡场，因为缺资金、缺技术，一度遇到了困难。

“总书记一进家门，先看厨房、奶奶的卧室，询问致
贫原因，鼓励我早日脱贫；又到客厅，握着我奶奶的
手，问她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医疗保险。”闫春光说。

随后，习近平同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座
谈，他说：“跟大家面对面交流，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真
实感受和实际要求，这个目的达到了。”他叮嘱当地干部
要切实关心农村贫困家庭，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2015 年，闫春光申请到扶贫贷款，扩大养殖规模；
县畜牧局定期提供技术指导。当年底，闫春光顺利脱
贫。如今，他养了 1 万只蛋鸡，卖鸡蛋“每天赚 1000 多
元”，还重新装修了房子，添置了家具，他把习近平“家
访”的大照片挂在客厅的墙上。

去年 3月，兰考在全省率先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众多行业龙头企业到兰考投资兴业，为当地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

■ 雷中江（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老党员）：

总书记听我说完带头鼓掌

“别看我今年80岁了，总书记来的那天我记得可清楚
哩！”张庄村老党员雷中江笑着说。

2014年3月17日下午4点多钟，习近平在张庄村与干
部群众座谈。雷中江坐在他对面。“会议没有主持人，也
没摆鲜花和条幅，甚至连瓶水都没给总书记准备。”

座谈开始前，习近平说：“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
的。”在听取发言的过程中，他一直认真做着记录。“看
得出来，总书记就是想听听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心里
话。”雷中江说。

雷中江第一个发言，提了3点希望：一是希望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不要搞“一阵风”；二是希望领导干部要向焦
裕禄学习，到群众中去；三是希望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总书记听我说完，带头鼓起了掌。我自豪得很！”
雷中江很激动。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作风建设要做好抓常、抓
细、抓长的文章。他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主题——为民、务实、清廉，与焦裕禄精神高度契合。
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 50 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
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
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

4年多过去了，当天的情景时常浮现在雷中江脑海。
“当年焦裕禄书记通过走访群众，总结出治‘三害’的经
验；如今总书记来到我们中间，听基层干部讲，让普通
老百姓说，他为弘扬焦裕禄精神作出了最好的表率！”

▲ 张庄村曾是河南兰考县最大的风口，沙丘遍布，贫困凋敝。跨越两个世纪，如今贫困
面貌得以彻底改观。乡亲们说：“焦裕禄带咱治了沙，习总书记领咱脱了贫！” 图为讲解员在
张庄村村委会为来访者介绍“村民笑脸墙”。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由老挝中华总商会主办，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指导的第二届“中秋月中华情”老挝华侨华人中秋联欢晚会
近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办，中国驻老挝大使馆，老挝中华总商会会员及家人，各侨社、商会组织代表，华侨
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500余人出席晚会。寮都公学学生、孔子学院师生和老挝中央歌舞团为晚会带来了一个
个精彩纷呈的节目。图为晚会现场。

■ 良宵赏明月

吃月饼、摆兔儿爷，赏秋月、看花灯。中秋佳节，
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欢度传统佳节。

北京融合京味特色和时代特点，推出 2000 多场活
动，让传统节日文化“看得见、听得见、遇得见”。景
山、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天坛等皇家园林和市属各
公园，推出登高赏月、湖面泛舟、赏花灯、观秋菊、猜
灯谜等活动；金融街、北京坊、世贸天阶、五棵松华熙
广场等重点商圈也举办了科技感满满的“中秋灯光秀”，
给游客带来过目难忘的视觉盛宴。

中秋灯会是广州的传统文化盛事，已经有 60多年的
历史。今年的中秋，具有岭南韵味的 23组大中型灯组和
近千盏气氛灯在珠江之畔的广州文化公园与市民见面。

中秋光景好，旅游成为许多人过中秋的方式。中秋
节当天，山西太原南站在高架候车厅与旅客互动，举办

“诗意中秋，情溢南站”活动。通过古诗歌朗诵，古筝配
乐，茶艺表演等互动活动，让旅客在妙曼的音乐伴奏
中，品茶咏诗尝月饼，在旅途中也能感受到中秋节的氛
围，感受到车站“大家庭”团圆的温暖。

文化和旅游部 24日发布的中秋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显
示，2018年中秋假日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 9790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35亿元。观湖赏月、登高踏秋的
短程家庭出游占比较高，民俗旅游农业旅游备受青睐。

■ 佳节倍思亲

9月24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一派忙碌景象。在位

于B1层的票务大堂，39部自动售票取票机在28个人工柜
台两侧错落排开。拖箱提箧的乘客正有条不紊地排队买
票，不少人手中还提着各种品牌的月饼，想在中秋节当
天把这份甜蜜带给家人。

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23日正式通车运营，粤港两
地实现了“一小时”生活圈，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居民
提供极大便利。据香港中国旅行社导游梁小姐介绍，一
些市民的家乡位于广东一带，不少人 23日就乘坐高铁回
乡过节。

中秋是团圆的时刻。不管是回乡过节还是在外工
作，文化的凝聚力，抚慰着游子们的思乡之情。

24 日晚，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蚬江湾附近人头攒
动，以“花开并蒂·灯映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中秋灯
会正在上演。灯会采用水雾、水幕、激光投影打造出一
场光影秀。周庄古镇灯区营造出具有水乡特色的“夜周
庄”；台湾老街灯区呈现出浓厚的宝岛风土人情……

来自台北的赖世华在昆山待了5年，经营着一家啤酒
吧。当天，他有几位在上海工作的台湾老乡专程来昆山
观看灯会，赖世华便当起了义务导游。从蚬江湾走到南
湖湾，水巷、小桥、古宅、名刹在五彩斑斓的灯影中串
联成珠，让他们流连忘返。“每逢佳节倍思亲。有近10万
名台湾同胞在昆山生活工作，每年的两岸中秋灯会也成
为我们寄托乡愁的好去处。”赖世华说。

■ 天涯共此时

中秋佳节，中国多个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华侨华人
纷纷举办招待会、联欢会、音乐会等各种活动，与当地
各界朋友共度中秋佳节。

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日前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办
“庆中秋——遇见中国”大型中国文化宣传活动，零距离
向公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民乐演奏、太极
拳、花式舞龙等表演令观众拍手叫绝，写书法、品功夫
茶、学剪纸、编中国结等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更是
吸引了众多观众参与。

比利时旅比华侨联合会等旅比侨团近日相继举办迎
国庆贺中秋联欢晚会，中外宾客同赏月、共联欢。中文
名为范锦豪的安特卫普副市长在出席联欢会时用中文说
了3遍“中秋快乐”。

在澳大利亚悉尼，中澳两国音乐家在旅游胜地达令

港附近的中国花园“谊园”，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中西
合璧的演出——“天涯共此时”中国实景花园音乐会。

在秘鲁首都利马，唐人街上充满节日气氛，街道两
旁的中餐馆、百货商店的橱窗内摆放着各式中秋月饼，
侨胞间的日常问候也变为中秋祝福。

为吸引中国游客，海外各旅游目的地上演了一系列
主题活动，共庆中国中秋佳节，受到广大游客的一致好
评。泰国推出冬阴功月饼，邀请游客免费品尝；巴西里约热
内卢、巴西利亚和圣保罗等地举办了“万里共婵娟·中巴
艺术家欢庆中秋交响音乐会”，庆祝中秋节的到来。

（综合新华社和本报消息）

人心自有光明
千古团圆永无缺

中秋是团圆的时刻。中秋佳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连接起中华
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纽带。这一天，中华儿女仰望同一轮明月，中国大地花好月
圆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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