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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重大典型
面世始末

□高建国

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发现

1965年12月6日，新华社分管国内宣传工

作的副社长穆青，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

健，相偕踏上从北京开往郑州的列车。

穆青、冯健本拟去西安筹备新华社国内分社

工作会议。绕道郑州是因为想到刚刚遁去的三

年自然灾害，还在中国城乡一些角落拖着一条尾

巴。如何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发现能够从人们心底唤起深厚而持久激情

的先进典型，激发全社会热情，推动正在复苏的

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穆青寄希望于故乡。

当天，穆青在河南分社与一线记者见面。素

来喜欢“抓活鱼”而不喜欢“炒冷饭”的穆青，要求

大家多讲“带露珠”的鲜活素材，并点名让领导未

安排发言的周原讲采访情况。刚从豫北老灾区

采访7个月归来的周原，以直抵人心的灾情回放

打动了穆青，得到热情鼓励。这使当年因写三门

峡水利工程铺张浪费内参被打成右派、腹有诗书

但长期坐冷板凳的周原热泪盈眶。临去西安前，

穆青安排周原到这些年关注较少的豫东摸线索，

10天后他回郑州时听汇报。

周原受领任务当天即径赴杞县采访。不料，

县委书记白天忙着开三干会，晚上又被一台戏拴

住了，派了个不了解情况的局长来见他。这令周

原大失所望。出师不利，心气儿很高的周原有些

急了。

第二天一早，周原拎着包跑到汽车站，在小

食摊上吃了一碗元宵，扭头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准

备开出，抓起提包一个箭步蹿上了车。上车后周

原忽然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

说：“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周原暗自

嘀咕着，兵败杞县的挫折感开始淡忘，心中升腾

起新的希望。周原在兰考县委大院碰到县委新

闻干事刘俊生，进屋刚说明来意，刘俊生就打断

他的话说：“你快来吧！兰考除‘三害’把县委书

记焦裕禄都活活累死了！”

周原“咕咚”咽下茶水，站起来问：“焦裕禄是

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领到住室，给他看焦裕禄坐过

的藤椅和穿过的旧鞋袜，给他讲述除“三害”最紧

张时，焦裕禄肝病日益沉重，他用硬物抵在椅靠

上顶住肝区止痛坚持工作，藤椅被顶了个大窟

窿……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

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把椅子将开启中国新闻史

上一次重大寻访和发现，但十八年新闻工作的经

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

周原采访了兰考最了解焦裕禄的县委副书

记张钦礼。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病故第三

天，张钦礼在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上发言时

跑了题，把造林经验介绍变成了焦裕禄事迹汇

报。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感动之余，安排与

会代表讨论焦裕禄事迹，并要求与会的新华社等

单位的记者找张钦礼采访焦裕禄事迹。1964年

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新华社播发的

焦裕禄事迹消息，11月22日，《河南日报》头版

头条配社论刊登这一消息，并加了“中共河南省

委号召全省干部向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学习”

的副标题。采访中，张钦礼的讲述像开闸的水

龙头，从清晨淌到黄昏，从白天流到黑夜，滔滔

不绝讲了十八个钟头。那些尽现党性与人性之

美的事例、细节，以滚石下山之势猛烈撞击心

扉，使周原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周原返回郑州向

穆青、冯健汇报，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

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穆青不

禁心向往之。

此行中原，穆青曾想采写林县人民开凿红旗

渠的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

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静静躺在九曲黄河

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显然，眼下去兰考更为必

要和迫切。他像一个全局在胸的战役指挥员，下

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1965年12月17日上

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的担当

穆青一行在兰考采访的日日夜夜，每一刻都

被泪水浸透。采访愈深入，三人哭得便愈厉害，

甚至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地步。鉴于焦裕

禄战斗生活的兰考引发的汹涌情感，短期内已使

他们无法理智驾驭思维之舟，穆青决定移师开封

写出焦裕禄通讯初稿。

1965年12月21日，穆青三人离开兰考来到

开封交际处，当晚就开始谋篇布局。焦裕禄的模

范事迹太感人，材料也太丰富，但动笔时，两个突

出的难题横亘眼前，令他们无法坦然前行。

其一，稿子写不写自然灾害？这个今天看来

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却令业界名宿左右为难。

那时，新闻报道要求正面宣传，通过展示光明给

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不能写阴暗面给社会主义抹

黑。殷鉴不远，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

业界多有因报道灾情和困难而触霉头者。新华

社杜导正、纪希晨等七名记者，因发表对“三面红

旗”的看法受到处分。彭德怀历数“大跃进”的问

题而成为“庐山反党俱乐部”头面人物，更是痛犹

在心。但萦绕穆青心中的却是恩格斯的名言：现

实主义文学除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再现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严重灾害是兰考典型环境的

底色，不写灾情，怎么营造塑造典型人物焦裕禄

必需的典型环境？回避矛盾，怎么真实再现特定

历史环境写出人物的历史命运，呈现具有明显个

性的“这一个”？穆青的政治水平与担当，正面临

从业以来最严重的考验。

夜阑人静，穆青回顾兰考见闻，感到焦裕禄

遇到的困难，既非常典型，又是中国农村普遍存

在的。兰考历史上那些沙进村没、沙飞人亡的惨

剧，多年来百姓年复一年冬出夏归大面积逃荒要

饭，都是确凿存在的事实啊！品读焦裕禄在兰考

的全部奋斗，差不多都与内涝、风沙、盐碱严重自

然灾害紧密相连。不写疾风，遑论劲草；不写灾

荒，哪来的焦裕禄！鉴于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同

“三害”不屈不挠斗争的主题是积极的，他们认

为，在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之际，可以适度报道三

年困难时期一个县的灾情。穆青深思熟虑后作

出决断：写！同时要求注意把握，写灾立足于抗

灾，写穷立足于治穷。

其二，写不写阶级斗争？穆青作为国家通讯

社领导，当然知道这个敏感问题的分量。1962

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9月召开

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

争”。在中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之际，宣传主政一方的

县委书记不写阶级斗争，政治风险显而易见。

穆青冷静分析后认为，兰考面临的主要矛

盾，是坐等饿毙还是奋起抗灾自救，而不是阶级

斗争。他不能忘却“大跃进”年代，报纸跟风逐潮

助长浮夸风这一烙在记者心头永远的痛。穆青

以超越时代局限的勇气毅然拍板：“兰考阶级斗

争不突出，我们不写！”

确定以治理“三害”等矛盾为主线写焦裕禄，

抓住了焦裕禄典型的本质，客观反映了兰考现

实，赋予焦裕禄通讯恒久的生命力，也为一个政

党铸造焦裕禄精神，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

入夜，周原展笺起草通讯初稿，两赴兰考采

访的情感喷涌、碰撞、沉淀、升华，继而化为鲜明

的思想红线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于是，追洪水、

查风口、探流沙归来的焦裕禄，风尘仆仆站在眼

前，众多说不尽焦裕禄与他们骨肉亲情的兰考乡

亲，声泪俱下站在眼前。那些感心动耳又令人唏

嘘不已的兰考故事，像汪洋恣肆的江河湖海，奔

来眼底又注于襟怀，几经撞击回旋，终于化作涓

涓细流，从他的笔尖一泻而出。夤夜走笔，周原

伏案疾书，泪水常常不由自主打湿了稿纸。奋战

一天一夜，一万二千字的初稿一气呵成。

“会下残棋”的省委书记表态

1965年12月26日，穆青三人在郑州向河南

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汇报了兰考采访情况，周原

读了焦裕禄通讯初稿。

刘建勋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57年广西

饿死人他受命赴桂担纲，深入调查调整政策，允

许农民耕种房前屋后土地，稳住了大局。毛泽东

说，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

1961年5、6月间，刘建勋在京开会，一天夜间已

服安眠药睡下，被电话铃声惊醒后赴中南海面见

毛泽东，获悉中央已决定他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

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找他谈话说，建勋

啊，你命苦，1957年广西出问题饿死人，要你去，

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刘建勋治豫善抓短板，始终关注全省25个

重灾县。1962年初，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检查

工作发现，从农业战线来的焦裕禄领导有方，堪

当重任，遂萌生从重点企业抽调优秀干部加强重

灾县想法。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

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莅豫视察，刘建勋汇报了这一

动议。经李富春、陶铸同意，河南省委调原由地

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进重灾县领导班子，焦

裕禄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6

日，焦裕禄调兰考主持工作后，刘建勋多次前往

调研指导工作，亲身体察到兰考的奋斗和正在发

生的变化，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焦裕禄这个在洛矿

即给他留下良好印象的干部。

1964年 4月初，焦裕禄由开封卫生学校附

属医院转送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天晚饭后，

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两人步行穿过三个小

区和三条马路，来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亲切看望

慰问了在此暂住的焦裕禄，叮嘱他务必树立信

心，安心治疗。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追悼会

暨安葬仪式在郑州革命公墓（今郑州烈士陵园）

举行。刘建勋同省、地、县有关领导同志及焦裕

禄亲属出席。

汇报中，穆青顺应兰考人民意愿，建议尽快

将焦裕禄墓迁回兰考。他们获得了最宝贵的支

持——刘建勋的表态。刘建勋代表省委提出，准

备办好三件事：一、授予焦裕禄同志以革命烈士

称号；二、尽快将焦裕禄迁葬兰考，按他的遗愿埋

在沙丘上；三、在兰考举办焦裕禄事迹展览，或者

办一个展览馆。三件事很快一一落实。

吴冷西力挺穆青秉笔直书

穆青返京后，立即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

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

吴冷西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

一，1942年7月起就和穆青一起在延安《解放日

报》工作，两人隔一个窑洞办公。抗战胜利后穆

青调往东北，1949年4月从《东北日报》调任新

华社特派记者，吴冷西已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

辑。1950年7月，穆青随四野南下回京不久，吴

冷西开始主持新华社工作。1950年冬，穆青受

命主持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华东总分社撤销

后，又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穆青起初对到上

海工作恇怯不前，担心应付不了“十里洋场”的复

杂情况。吴冷西说，去吧，你需要在这种环境多

加锻炼，经受摔打。在根据地如鱼得水的穆青，

上任后与同仁黾勉苦辛，朝乾夕惕，上海分社景

色日新。1956年，吴冷西指示总结推广他们的

经验。一时间，新华社上下掀起学习上海经验的

热潮。

眼下，在举足轻重的焦裕禄报道关键问题亟

需定夺的节骨眼儿上，在穆青职业生涯的重要关

头，爱将走进了主帅的办公室。穆青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需要吴冷西的鼎力支持与帮助。

不巧的是，那天吴冷西很忙。听到穆青提出

汇报兰考采访情况，他没有表现出穆青期待的关

注，嘴里只蹦出俩字：“没空。”

“我只要半个小时。”穆青不待吴冷西表态，

硬是像打楔子一样，从他已排满的日程中挤进

去，简明扼要汇报了半个小时。

吴冷西从穆青速射炮一样密集的信息轰炸

中，迅速作出了判断：焦裕禄是一个独具特色十

分难得的重大典型。吴冷西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穆青向他汇报的用意所在：从前方回来的新华社

首席记者，请社长在报道的主题和文中涉及的敏

感问题上把关定向。

焦裕禄通讯能不能写真实的灾情？可不可

以不写兰考客观上表现并不突出的阶级斗争？

穆青汇报中提出的两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际上

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触及

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报在新闻宣传中极为

深刻的经验教训。

吴冷西忆起，1958年6月，随着农业、钢铁、

煤炭生产相继放卫星，“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

风四处泛滥。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现在报纸

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

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

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

要留有余地。当年11月22日晚，毛泽东与他和

田家英谈话说，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

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

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

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

这叫作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

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

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

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

新闻宣传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实

事求是思想楔入吴冷西心底。新闻宣传任何时

候都要忠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都要从本质上反

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吴冷西同意焦裕禄通讯适

度反映兰考灾情，不必迎合宣传主调写阶级斗

争。当然，事关重大，他打算向中央请示。当吴

冷西听到动情处，身不由己站起来说：“写！发！”

吴冷西鼓励穆青把稿子写好，同时先在新华

社内部作个报告。

周原后来说：“没有穆青，焦裕禄这篇东西写

不出来。首先是敢于突破禁区。没有人敢写饥

饿逃荒。这是一大突破；敢于不强加阶级斗争，

这又是一大突破。这要有政治胆略，从政治上高

屋建瓴，驾驭这个题材。”穆青的担当，有吴冷西

坚强臂膀的支撑。

穆青在新华社作的报告获得极大成功。焦

裕禄扣人心弦的事迹，迅速降低了听众泪点，开

讲不久，情感海啸就突如其来，风起水涌，顷刻淹

没了礼堂。穆青在台上讲得泣下沾襟，员工在台

下听得一片抽噎，成为嗣后宣传效果的预演，达

到了投石问路的目的。报告远超预期的强烈反

响，使穆青对搞好焦裕禄典型宣传充满信心。

彭真果断拍板推出焦裕禄

吴冷西支持穆青秉笔直书，极大坚定了他和

冯健的信心。两人七易其稿修改通讯，吴冷西审

阅提出修改意见后通过了此稿。然而，启动焦裕

禄宣传这一重大工程，有待历史选择一位拍板决

策者。

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回忆，鉴于吴冷西对通

讯所涉敏感问题难以最后做主，又无法形诸笔墨

成文请示，于是他带着穆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汇报了焦裕禄典型宣传

及稿中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两个重要问题。彭

真审阅焦裕禄通讯清样后果断表态：发！

吴冷西向彭真请示报告，是因毛泽东曾当

面指示吴冷西，《人民日报》有事情要多请示，

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同时，也与党的八大选出中央书记处后，彭真

协助邓小平在书记处负总责有关。邓小平在一

次会上曾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

当时，中央在外地开会期间，彭真常留京主持

书记处工作。

吴冷西请彭真定夺焦裕禄通讯，或许还因为

毛泽东刚让彭真担任“五人小组”（后称“文化革

命五人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周扬、康生、

吴冷西）组长。冯健说，吴冷西和穆青是一天晚

上到彭真家向他汇报请示的。《彭真年谱》1966

年2月7日记述显示：

△审定《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的《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9日，中共北京

市委发出学习焦裕禄的通知。

《彭真传》载，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

表的焦裕禄通讯和社论，是彭真决定发表的。这

篇通讯稿写成后，穆青等对能否公开发表，曾有

两点担心：一是写了兰考县的灾荒惨状，是否会

被认为暴露黑暗面？二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是否

有悖于当时宣传的主线？吴冷西为此请示彭

真。彭真仔细阅读后当即拍板发表并要求配发

社论。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时，正面临着巨大

政治压力和风险。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

官》的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

晗。彭真没有急于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转

载姚文，而是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大家

意见，慎重调查了解吴晗的历史，认定吴晗与庐

山会议及彭德怀并无关系。

1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同彭真等人

谈话时尖锐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

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当即向毛泽东报

告，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

么组织联系。此后，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

话。翌日，毛泽东约见了彭真。据薄一波回忆：

“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

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正因为毛主席同

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政治结

论，所以才有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在这次会上指出，已

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

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

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

人。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臻执笔形成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

纲》（后通称为“2月提纲”）。

1966年2月8日，焦裕禄通讯发表次日，彭

真与陆定一、康生等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

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

后因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挑唆，彭真被打入

“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反

党集团”，蒙冤十二年始得平反。

身处危境推出焦裕禄，是彭真蒙难前值得青

史纪传的拍板。

一蓑风雨任平生。展望中国共产党人铸造

焦裕禄精神幽深迷离的历史窗口，多少风雨历程

尽收眼底！

邓小平批准深入宣传焦裕禄

在中国共产党开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惟一

在焦裕禄生前了解其模范事迹，并在疾病诊治上

给予关怀帮助者。1964年4月8日，焦裕禄转北

京协和医院，兰考县委派民政局局长袁汉琪连夜

进京。

翌晨，袁汉琪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中南

海，要求面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解放战争

时期，袁汉琪在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特务

营当过营长。不巧的是，首长不在北京。几天

后，袁汉琪从报上看到邓小平在京会见外国友

人，再赴中南海。邓小平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

琪。袁汉琪向总书记汇报了焦裕禄的病情和事

迹，请求派专家会诊。邓小平听完汇报给中组部

领导写信，将焦裕禄查病事宜交他们办理。随

后，邓小平要求袁汉琪给他写一份有关兰考情况

的材料，内容有三：一，兰考的灾情；二，兰考干部

的作风；三，重大问题。

中组部领导接到邓小平的信后非常重视，

除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医疗专家给焦裕禄会诊

外，还临时安排两辆小汽车，一辆由一名处长专

门联系医疗专家会诊用，一辆供焦裕禄在京查

病时乘坐。

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中华医学会领导亲自

到病房看望焦裕禄，详细询问病情，并调集首都

知名医学专家来院会诊，共商挽救焦裕禄生命对

策。堪称国士的专家仔细为焦裕禄检查，反复研

究病案并进行会商。在这位钢铁战士面前，他们

被焦裕禄同肝癌顽强斗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无奈焦裕禄已是肝癌晚期，杏林精英也无力回

春……

对党的优秀干部焦裕禄的英年早逝，邓小平

深感惋惜。

196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编委会、新华

社编委会就焦裕禄重大典型后续宣传，给中共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党中央

打报告。

报告在汇报焦裕禄通讯发表“震动了全国，

广大干部的反应尤为热烈”，“此事反应还在继续

发展”后提出，我们打算继续大张旗鼓地、扎扎实

实地宣传焦裕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

长，他的模范事迹和优良品质；宣传各个战线，特

别是县委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和效果；宣传一

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并针对当前干部

思想革命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照焦裕禄同志的

模范事迹，继续写一批社论。宣传中准备以干部

特别是县级干部作为重点，进一步解决干部思想

革命化和县委领导革命化的问题。关于县委革

命化的讨论，也密切结合学习焦裕禄的事迹。报

告在列举下步拟重点宣传的六项内容后提出，要

继续充分反映这一学习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反映

各地县委以焦裕禄同志作为镜子，用整风的精

神，检查思想，检查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找出

同焦裕禄同志的差距，提出缩小差距的措施，采

取改进工作的行动。同时，也要适当注意避免简

单化和形式主义等毛病。

2月25日，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

委会报告上批示：“报中央书记处。”他在报告中

“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后加括号

写下“重要。但勿浮夸”；在“关于县委革命化的

讨论”后加括号写下“县委革命化的讨论，是否就

以焦为中心”两则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日收阅报告挥笔

批示：“同意。”

焦裕禄典型推出两周后，报告为已问世的

“孩子”办了出生证。

邓小平批准焦裕禄宣传计划后，《人民日报》

宣传焦裕禄底气充盈，共发八篇社论，2月7日到

4月5日在一二三版刊发28期、109篇学习焦裕

禄的报道和文章，第六版还连续刊发“十赞焦裕

禄”的系列署名言论。这种气势、规模和力度，在

典型宣传中可谓空前绝后。

1966年 2月，李先念从河南返京后向邓小

平报告，兰考变化还不大。邓小平问，谁负责

的？李先念说，是刘建勋。不久，正在兰考调研

的刘建勋接到邓小平的电话，指示要很好地帮

助兰考解决实际问题。刘建勋向邓小平汇报了

兰考县委制定的改造陇海路两侧六万两千亩盐

碱地的计划，反映了兰考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邓小平对刘建勋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不久，解

放军驻豫某部派出两个团开进兰考，部队官兵

在陇海路两侧高标准修建大片高于地面一米、

可排涝排碱的台田。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为华夏出版社出

版的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书名。这一举动，成

为全国掀起新一轮焦裕禄热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宣传

是最为成功的。从1966年2月7日习近平在八

一中学被老师读的焦裕禄通讯感动得热泪涌流，

到他在各级领导岗位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焦裕

禄精神，直到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和领航中国后三

赴兰考，对焦裕禄精神作出新的概括和阐述并为

全党践行示范引路，焦裕禄精神的接力铸造和不

懈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非凡定力和竭

诚为民政治自觉的生动证明。

（本文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作者在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
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