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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在距离黄文秀同志牺牲已经 6 个多月
了，她在百坭村为贫困户忙前忙后的身影宛
在眼前。“魂飞万里盼归来，此山此水此
地。”我和百色 400 多万老区各族人民一样，
非常怀念她。

第一次听到黄文秀这个名字，是她当驻
村第一书记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她为了尽
快熟悉情况，自己手绘了一份全村的贫困户
分布图，上面标注了每一户的姓名和方位。
这样的用心让我很是惊讶。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不少同志都有自己的小窍门，但是自己
手绘贫困户分布图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制作手绘地图一趟两趟肯定是记不下来、记
不准的，可能要来回跑很多趟才能标注得准
确到位。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黄文秀是一位
肯用心、爱动脑、腿又勤的年轻人，从此便
记住了这个名字。

2018年10月，我和分管扶贫工作的同志
先后到凌云县、乐业县进村入户，走访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这一趟下来，走访了13户贫
困户，了解他们“两不愁三保障”以及产
业、就业、社保、村集体经济等各方面的情
况。那一次，我也到了新化镇百坭村。记得
是12日中午，我们来到百坭村，第一书记一
边向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一边带我们走访
贫困户。一起来的同志告诉我，这就是制作
手绘地图的那位第一书记黄文秀，我才算是
认得了她。

在百坭村百布屯，我们走访了2018年预
脱贫户梁家忠、梁家都两户，看得出，黄文
秀和他们都很熟。期间，她穿插着为我们介
绍这两户的情况，家庭成员、经济来源，水
稻、山茶油、茶叶、砂糖橘等种植规模和收
入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和“八有一超”标
准达标情况，一件件事情、一个个数据，了
如指掌、如数家珍，可见平时是扎扎实实下
了功夫，我不禁在心里暗暗为她点赞。调研
中了解到，从市委宣传部派驻百坭村后，她
放弃双休日，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新手”
很快上了“熟路”，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
握了全村贫困概况和致贫原因。她经常帮贫
困户做家务、搞卫生，到田间地头和农户一
起耙田、插秧、种果树，帮着村里跑项目、
争取支持，建水池、硬化道路；带领群众大
力发展种植，建标准化果园；帮村里建起电
商服务站，为贫困户销果创收，是一位深受
群众欢迎的女书记。记得离开时我跟她说：
村里的条件艰苦，你们年轻、有学历、有知
识，综合素质高，在扶贫一线摔打锻炼，收
获会很大，这个经历会是你一生受用无穷的
财富，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学习锻炼机会。她
听后自信地点头应允，露出已经为大家熟悉
的笑容。

她遭遇山洪失联的消息传来，是在 6 月
17 日。当时我在上海学习，6 月 16 日报到，
17日凌晨就接到了在家同志的电话，得知凌
云县遭受特大暴雨，引发严重山洪和地质灾
害，有车辆被冲下山沟，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17日一大早，我向培训班报告后立即赶
往机场返程。回百色的路上，我的电话一直
响个不停，电话中黄文秀的名字一次次出
现，她遭遇山洪失联、正在搜寻的消息，让
大家很揪心，都在询问情况。我回到南宁直
接赶赴凌云县，后来在县救援指挥中心得到
确认她牺牲的消息，那一刹那，仿佛一块巨
石瞬间压上心头，感觉非常沉重。真的不愿
意相信，那个执着奋斗在扶贫战场的阳光女
孩就这么走了，那个坚强爱笑、热情真诚的
第一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但她真的走了，怀
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之心，带着对百
坭村的深情和对扶贫事业的牵挂，带着对年
迈且身患重症父母的依恋，走了，给我们留
下无尽怀念。

（二）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时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
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
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
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
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
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思考黄文秀的先进事迹，更为黄文
秀的精神感动。

黄文秀同志用行动宣示了一名新时代青
年共产党员的选择。她硕士毕业时放弃了在

北京的工作机会和舒适的生活条件，选择回
到落后的家乡百色做一名人民公仆。对一个
从 极 度 贫 困 的 大 山 里 走 出 去 的 女 孩 子 来
说，北京的吸引力无疑很大很大，而放弃
大城市的繁华又回到山沟沟来需要莫大的
勇气。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她又放弃市
机关的安稳日子，选择下乡扶贫。回村路
上行至半途，面对迎面而来的山洪，她没
有折返后退，反而选择了坚定前行。因为
她心里惦记着村里被冲断的灌溉水渠，她
归心似箭、无暇考虑个人安危，她希望在
次日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上解决村里的农
田灌溉问题，使命感让她无法停下脚步。
一路走来，在一个个选择的关口，她选择
回乡做个普通公务员、选择在田阳做扶贫
工 作 队 员 、 选 择 到 乐 业 县 做 驻 村 第 一 书
记、选择冒雨连夜赶回百坭村，年轻的黄
文秀，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在面临
人生重大选择时的胸怀和境界、坚毅和果
敢 ， 并 且 一 旦 作 出 选 择 ， 就 坚 定 地 走 下
去。我想，在她决意离开北京回百色的那
一刻，就已将自己的幸福与家乡群众的甘
苦联在了一起；在她下定决心从机关下去
驻村扶贫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吃苦奉献
的准备。

黄文秀同志用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
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除了国家、民族
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初心
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黄文秀就是怀着这
样的初心，把践行对党的誓言作为最高追
求，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
对自己的期待化为想方设法帮扶群众的动
力。她在驻村日记里写道，“一个国家的落后
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
众的落后。我们党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从而
提出要教育扶持一批人脱贫，并且扶贫要扶
志和扶智相结合。这样一个切实为群众谋发
展、谋福利的党，怎么能不响应它的号召
呢？”“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正是
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个从北京回来的时尚女
孩、爱美爱笑的阳光女孩、有学历有热情的
知识女孩在简陋的小山村住下了。她把群众
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撸起袖子就扫地干活；
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家人，嘘寒问暖知冷知
热；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忙前忙后乐
此不疲。她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端起
了满是茶渍的搪瓷缸，喝上了略显浑浊的玉
米酒，她的生活里仿佛只有扶贫，贫困户的
一点进步和改变都能给她带来喜悦。正是有
了这样的努力，她很快成了村里的主心骨，
大事小情都要问问文秀书记；她很快得到了
村里群众的认可，大家都信赖她、喜欢她。
黄文秀牺牲后不久，我又一次到百坭村，真
切感受到大家对她怀有很深的感情，村支书
周昌战言必称文秀书记；村民班统茂每每说
起黄文秀，说着说着就哭了……

黄文秀同志用行动阐释了共产党人攻坚
克难的胆识和勇气。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
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百坭

村地处偏远、社情复杂、交通不便，连条像
样的公路都没有。有些村民对她的到来持怀
疑态度，由此导致各种不认可、不配合。面
对这些难题，黄文秀没有退缩，而是认真反
省、迎难而上。“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纳我，
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漂亮
爱美的她脱下高跟鞋、换掉连衣裙，积极摸
索、不断改进群众工作方法。开朗乐观的她
像一个天然的发光体，每天用满脸的笑容给
干部和村民们传递着乐观的正能量。她一步
步耐心地、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
问题，皮肤黑了、穿着打扮也像农村姑娘
了，她终于走进了村民的心里，成了他们的
贴心人，也逐渐成长为坚强的扶贫战线女战
士。仅一年时间，百坭村通了路、装了灯、
打开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产业也旺起来，全
村种植的杉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作物
面积大幅增加，柑橘产量从 2017 年的 5万多
斤增加到了2018年的50多万斤，2018年百坭
村 103 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88 户 418 人，贫困
发生率从她上任时的 22.88%降至 2.71%，整
村脱贫已胜利在望。黄文秀曾在文章中写到

“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
豪”，这就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压力、面对困
难的态度。

黄文秀同志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
联结，以她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用知重负
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理想信念，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的忠诚，展示了百色革命老区党员干部
弘扬百色起义精神、继承光荣革命传统、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信心和决心。
正如她自己所说：“自己的工作能够让群众
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
的鼓舞。”

（三）

黄文秀同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
年代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先进典型，
是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血汗、忘我奉献的基层
党员干部的缩影，是百色走出来、在八桂大
地上成长起来的时代英雄。当前，我们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向黄文秀同志学习，在本职工作岗位上
履职尽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身体力行建设百色、振兴百色。黄文秀
同志出生于百色革命老区田阳县巴别乡，巴
别乡是典型的大石山区、石漠化地区，地处
偏远，干旱缺水，不少村属于极度贫困村。
黄文秀的家庭也是易地扶贫搬迁之家，她从
小目睹了自己的父辈和乡亲们与贫困作斗争
的情形，切身感受农村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的
艰辛，也切身体会到父母亲供养自己读书的
不容易，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己培养的温
暖，体会到社会爱心人士资助自己上大学、
上研究生所蕴含的无私大爱。她童年、少年、
青年整个成长经历传承了老区的红色基因，骨
子里流淌着老区人民对祖国对家乡最深沉的
热爱。黄文秀牺牲后，我去她家看望。她的父
亲，一个坚强的老人、一个普通的老农民，目光
看向远方说：“我们现在最遗憾的是，她（黄文
秀）再也不能为党为国家工作了。”

黄文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这种情怀
不仅是深藏于内心，更是落实在行动上、体
现在关系人生命运的重大选择中，她说：“我

从革命老区走来，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
多的父老乡亲。”黄文秀同志回归家乡，从个
人的角度来讲力量是弱小的，能做的具体工
作也是有限的。但是她的人格魅力、她无私
精神的感召力是强大的，她决心用自己勇敢
坚毅的行动投身家乡的建设，改变百色的面
貌，发展百色、振兴百色，这是她为之甘愿
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的强大动力。我想，学
习文秀精神，就是要学习她对家乡、对祖国
的热爱和感恩；建设好百色、发展好百色，
改变百色面貌，这是我们对她最好的告慰，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黄文秀同志是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来的
时代楷模，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2015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
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希望下一个 5
年，整个百色地区同全国一起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是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殷切关
怀，是对百色广大党员干部的谆谆嘱托。我
们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把打赢脱
贫攻坚战当作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
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步步为营、稳妥推进，产业发展、移民
搬迁、生态保护利用、教育扶贫和社会保障
等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贫困人口从
2015 年的 68.2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9.46 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 20.25%降到 5.56%，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得到了中央、自
治区的充分肯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百色的历史就是一部摆脱贫困的
奋斗史，多少代人为之奋斗不已，我们这代
的使命，就是要历史性地解决百色的绝对贫
困问题。现在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正是最吃劲的时
候。百色12个县（市、区），还有7个县（市）没有
脱贫摘帽，426 个村没有脱贫出列，19.46 万贫
困人口没有脱贫。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任务最艰
巨的阶段，到了考验最严峻的时刻。我们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靶心不散、频道不换，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在这条
新的长征路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黄文秀同志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要向
黄文秀同志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黄文
秀长期以来的追求。黄文秀同志在22岁时加
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村民
黄仕京曾问她：“你是在北京读的研究生，怎
么会来我们这么边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
说：“百色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也
是我的家乡，我想为家乡建设出份力。而
且，党号召我们年轻人到基层建功立业，我
是党员，就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黄文秀是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期间牺牲的。百色市是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
我们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努力实现主题教育具体目标。始终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
密切联系群众，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勇于
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
敢于直面风险挑战，“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扩大开放、担当实干”，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
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
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
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
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
工作是默默的，但它将永恒地发挥作用。面
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黄
文秀一心向党、一心为民、一心干事，把人
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伟业，不愧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是新
时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的典范。黄文秀离开了，我们永远怀念
她！黄文秀坚定的信仰、乐观的精神、奋斗
的干劲、为民的情怀，深深感染着我们，成
为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作者为广西百色市委副书记、市人民
政府市长）

难 忘 黄 文 秀
周异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
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他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
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
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
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
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
宣传部干部。2016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

业后，回到家乡百色工作。2018年 3月，黄文秀
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
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2019年

6月17日凌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
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摘自 《习近平
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 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新华社北京
2019年7月1日电）

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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