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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水河县广播电视台的一名
记者，但第一次接触武汉鼎老人不是因
为采访。那是 1995年的夏天，我当时
在清水河县团委工作，协助武汉鼎老人
组织开展全市“传播文明圣火，推进扶
贫开发”为主题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活动。

8月的一天，武汉鼎老人带着内蒙
古农业大学的30多名学生前往北堡乡
后大井村。途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
雨，瞬间山洪顺沟而下，道路冲毁，我们
的车被困在了半道。正当所有人束手
无策时，武汉鼎却神奇般的联系来一台
装载机。风雨中他指挥若定，用车斗子
把学生们一个个送到对岸。然后，他带
着我们踩着湿滑的山路，步行20多里，
直到深夜才满身泥水地赶到后大井
村。等到了老乡家里，我们都已经累
瘫。就是那一次，武汉鼎老人风雨中的
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能
感觉到，只要他想为群众办事，没有什
么能阻挡得了。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大概没
有人比常年驻扎在贫困村的武汉鼎老
人更能领悟其中的含义。20年多前，
大阳坪村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许多家
长不愿意供女孩子念书。

自从大学生来到这里，小山村沸腾
了。村民们眼界开了，心里亮了，思想
观念和行为习惯悄然发生着变化。武
汉鼎老人让大学生和村里的娃娃们结
成对子，还特别安排女大学生住进那些
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并结合当地实际，
自编自演了一些老乡们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大学生们能歌善舞懂礼貌，国
家大事、种养技术说得头头是道，令家
长们十分佩服。大学生们描述着山外
的世界，更让那些孩子们羡慕和好奇，
改变命运的渴望在孩子们的心底就像
火苗一样燃烧起来，朗朗书声和求知的
灯火照亮了一座座山乡土窑。

当年，老牛坡村有个女孩叫陈美
华，刚念到初中，家里就不供了，喜欢读
书的她哭得两眼通红。武老知道后，马
上给她家送去了几百块钱，并一再开导
家长，终于让她又回到了校园。这个美
华也非常争气，如今已从日本留学归
来。现在在天津工作，是个让人羡慕的
白领。在武大爷的帮助下，知识不仅改
变了她的命运，而陈美华也在不知不觉
中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榜样。

难怪有人说，他就像一根红线，连

接着大山里的百姓和山外的学生。在
武汉鼎老人帮扶过的贫困村，已经陆续
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许多村子由原
来的大学生“空白村”，变成了今天的

“大学生村”，光大阳坪村就走出 40多
名大学生。

提起武汉鼎老人当年资助孩子们念
书的事儿，大阳坪村的武忠维就激动不
已。他对我说：“20多年前，我家里3个
孩子都想念书，但一个学期下来，就得五
六百块钱。我穷得连化肥也买不起，咋
能供这得起这么多娃娃？大儿子刚念到
初中就念不成了。武汉鼎老人知道后对
我说，‘不念书咋能拔了穷根？需要多少
钱？我给你拿，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了
孩子。’几年后，我3个孩子有两个考上了
大学。大儿子考到内蒙古农业大学后，
武老又去学校帮着跑下助学贷款。说真
的，要不是他老人家，我就是砸锅卖铁也
供不出两个大学生呀！”

武汉鼎常说，教育和科技是快速脱
贫致富的法宝。因此，他特别重视在贫
困村开办农民夜校。

暖水湾村,听起来是一个富有诗情
画意的地方，可是，这里高寒干旱，26
户人家挤在一条小山沟里，村民的思想
落后。好多年，人均收入仅仅只有100
元左右。1985 年，武汉鼎专门来帮扶
这个村，刚开始，村民们根本不买他的
账。有个村民曾笑着对我说：“当年就
数我最能给他泼凉水了，认为他一没权
二没钱，能给我们带来啥好处？事情也
巧啦，那几天，我家的毛驴病啦。毛驴
可是我家的顶梁柱，驮水送粪，拉田种
地，哪一样农活都离不开它。我急得六
神无主，只能每天祷告，可毛驴还是病
得越来越重。武汉鼎老人知道了，马上
跑到我家，给驴打针灌药。没想到，几
天后，驴竟然好了，这下我可真的服
了。心想还是武老说的没错，封建迷信
害死人，从那以后，我就是农民夜校里
最积极的那个人，还热情地招呼着全村
的人都来上课。”

武汉鼎老人走到哪里就把农民夜
校办到哪里，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定下
的日期，从不失信。1998年腊月十一，
老伴儿去世了。腊月十三就是原定他
给大阳坪村民讲课的日子。去还是不
去？不去，村民都在等着；去吧，老伴儿
的后事还未料理，和孩子们说肯定都反
对，再三思量，他还是强忍着悲痛，偷偷
地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大阳坪的村民

们，又听到了他熟悉而略带沙哑的讲课
声。

如今，80 多岁的武汉鼎老人还是
常年转战于贫困村，群众不脱贫，他就
不松手。我经常在县城的大街上碰到
他，他总是背着布袋子，拎着纸箱子，步
履匆匆。寒暄过后，老人家总是告诉我
说：“下乡去”。下乡去，这 3个字简单
而有分量，他早已把农村当成了自己的
家，把村民当成了兄弟姐妹。

在武汉鼎老人乡下扶贫的历程中，
有16个春节没和亲人在家团圆。要么
是留守值班，要么是跑去给家畜急诊，
大冬天背个药箱在大雪封山的路上滚
爬是常事，摔跤跌碰更是家常便饭，至
今他的腿脚上还留有摔打的伤疤。

给老大娘自费接通自来水、答应弥
留之际的大爷帮小儿子娶媳妇、为薛海
成即将瘫痪的妻子联系医院、给乡亲们
送去最新的玉米种子……就是这样一
些细微、琐碎的小事儿，武汉鼎一做就
是60年，而且一直在做。

采访中，我常常思考：他的奖杯、奖
状和证书堆了满满一窑洞，摞起来比我
都高。他早就功成名就了，为啥不在家
享享清福，还要不停地往村里跑呐？是
什么力量让他如此执着，不顾家人的感
受，不管别人的说三道四，义无反顾地
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他老人家常说的一番话，让我久久
回味。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等到我入了
党，我就更加坚定明确地告诉自己要为
老百姓做一辈子好事。我生长在农村，
我太知道农民需要啥了，在我的心里，
农民的事大于一切。农民高兴了，我就
高兴；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我就开心。
能用我微薄的力量，让乡亲们的日子越
来越好，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儿。

经常跟着武汉鼎老人下乡采访，我
还发现老乡们发自内心地喜欢他、爱戴
他。我总也忘不了几年前，跟随他去大
阳坪村采访时的一个情景：那天结束了
采访，准备回县城，全村的人都来送他，
很多人抓着他的手依依不舍。老人家
也不停地劝着让大家回去，但乡亲们却
送了一程又一程。到了村口挥手道别
时，我看到夕阳的余晖正照在他布满皱
纹的脸上，而他的眼里闪着泪花。那一
刻，我的脑海里想起了著名诗人艾青的
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他用文明火种照亮山乡窑洞
孙燕我叫武斌，是武汉鼎的长子。

在我的家乡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父亲武汉鼎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
无 人 不 晓 。 提 起 他 60 年 扶 贫 济
困、帮助上万百姓脱贫致富的故
事，不知有多少人被感动得热泪盈
眶。然而，在过去很多年里，在我
和弟妹们眼里，他却是一个不称职
的父亲，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父亲是一名兽医，是农村人比
较羡慕的职业，收入比较高。按理
说，完全可以让全家人过上丰衣足
食的好日子，但我家的日子却过得
非常艰苦，父亲很少把工资拿回家
里，大部分都接济了贫困群众。后
来，他当了盆地青公社兽医站的第
一任站长，提出了防病和治病相结
合的办法，使贫困群众给牲畜看病
的支出大幅下降，四处蔓延的疫病
也迅速被控制，但他从过去每次出
诊都有现钱的“活收入”，变成了每
月只有 37 元的“死工资”，他却毫
不在意。

记忆中，父亲的工作永远干不
完，经常一两个月不见人影。为了
尽快改良当地畜种，在爷爷久病缠
身、日渐垂危时，他仍然坚持到山
东引进种驴。一路和毛驴挤在一
节货运车厢里行程数千里，下火车
后，又赶着毛驴翻山越岭，步行了
170 多公里，当他挂着一身驴粪渣
子、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爷爷
已经去世半个月了。

因为父亲基本不管家里的事，
我从 12 岁起，就帮母亲挑起了家
庭重担。小时候不理解为啥他给
非亲非故的外人花钱那么大手大
脚，对自己的家人却这么小气？难
道，他看不见别人家有放衣服的躺
柜，而我家只能装纸箱里？难道，
他看不见别人家炕上都有饭桌，而
我家碗筷却放在补了又补的烂炕
席上？难道，他看不见家里粮食不
够吃？为啥还要一次次把那些来
兽医站办事的干部和农民留下吃
饭？难道，他看不见全家七八口人
一年四季的开销，全靠母亲耕作的
几亩旱地勉强维持？为啥不把工
资拿回家里？

1982 年入冬前，盆地青公社沟
掌村生活困难的高德元老人光着
脚赶着毛驴，怀里抱着个骡驹子来
到兽医站。原来，母驴得了产后
热，骡驹子因缺奶奄奄一息。父亲

一边给母驴看病，一边让我刚生孩
子的妻子用奶水救骡驹子。在父
亲的眼里，骡驹子的命比他孙子的
命还重要。父亲看到高德元老汉
冻得缩成一团，两只赤脚密密麻麻
布满裂子，二话没说，出去就给他
买了一双球鞋，这可是我羡慕了多
少年也不敢买的奢侈品。几天后，
高德元穿着新球鞋，拉着驴，赶着
骡驹子高兴地回去了，而我低头看
着自己脚上那双打满补丁的破鞋，
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小到大，父亲
你从来没给孩子们买过一双鞋，我
和弟妹们至今穿的还是母亲给做
的布鞋。他对我们如此小气，给外
人却出手这么大方，这还是我们的
父亲吗？父亲见我不高兴，耐心开
导说：“你们穿得再不好，也还有穿
的，而他连烂鞋也没有，他比你们
更需要。”父亲说得在理，但年轻的
我却听不进去。

1978 年春天，摇铃沟村存放的
莜麦籽种发了霉。父亲要把我家
的好莜麦换给村里做籽种，母亲说
啥也不同意，趴在莜麦口袋上哭着
说：“这是我们一家人全年的口粮，
你拿走了我们咋办？”父亲开导母
亲：“我们大不了吃一年赖莜麦！
如果不给他们兑换，全村 40 多户
人家今年没法种地，明年就断粮
了。你说咱们能不管吗？”听了这
话，母亲拽着粮袋的手松开了。结
果我们全家吃了整整一年的劣质
莜面。

1992 年父亲退休，全家人搬到
了县城。我们劝父亲开个兽医诊
所，凭借自己的技术挣点钱弥补家
用。他这回还真听了我的话，筹备
开诊所。只不过，兽医诊所不是开
在县城，而是开到了贫困村大阳
坪。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帮助
贫困户，有时还倒贴医药费。

随着年龄的增长，仔细想想，
父亲也不是不爱自己的亲人，也不
是不管这个小家，就是放不下山沟
里那些贫困户，放不下贫困群众。
爷爷去世后，他几天不吃不喝，跪
在坟前嚎啕大哭。父亲与母亲的
感情也很深，母亲病重的最后五六
年，一直是父亲精心照料。最后，
母亲是在父亲怀里闭上眼睛。可
是当我从父亲怀里接过母亲，给母
亲换上寿衣时，看到母亲身上穿的
内衣都是补丁摞着补丁，令我无比

心酸！父亲长跪不起，老泪纵横。
但母亲去世第三天还未出殡时，他
一大早却突然失踪，众人担心他伤
心过度出事，四处寻找，可就是找
不到，直到半夜，他才拖着疲惫的
身子回到家里。一问，才知道，他
又往返 50 公里去大阳坪村科技夜
校讲课去了。

细细回想起来，母亲，是这个
家里最理解、也最支持父亲工作的
人。前年清明节，父亲又一次跪在
母亲坟前，老泪纵横地对我说，“你
妈跟着我没过一天好光景，为我做
了一辈子牺牲。”

如今，父亲老了，耳背了，背驼
了，腿脚也不利索了。常常看他挽
起裤腿，搓揉着两腿上青一块紫一
块的累累伤痕，我的心一阵阵刺
痛，我知道，这都是几十年来翻山
越岭摔的、磕碰的。我劝父亲：“爸
呀，您为父老乡亲劳累了一辈子，
该停下来歇歇了！”可他心系百姓
的情怀始终未变。

2016 年 4 月 6 日，83 岁的老父
亲突然晕倒，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住
进重症监护室，三次被下达病危通
知书，9 天后才苏醒。转入普通病
房不到两个星期，他就不顾医生和
家人反对，坚决要出院，不让出院
就要绝食。无奈之下，我只好送他
回家。结果两天后又不见了，直到
县老干局打来电话才知道，父亲自
费买了两万块钱的玉米良种和地
膜，让老干局派车帮他送到韭菜庄
乡座峰村扶贫。这时我才恍然大
悟，原来他急着出院是怕误了农
时。

大病之后，父亲专门把我叫到
身边，郑重地交给我两座奖杯，一
座 是 1983 年 被 国 家 三 部 委 评 为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先进科
技工作者”奖杯，另一座是 2014 年
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
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奖杯，他语
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没啥留给
你们的，这两座奖杯要好好保存，
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是党和人民对
我们的认可，要世世代代传承下
去。”这时，我才彻底明白，父亲一
辈子舍小家顾大家，不是对家人无
情，而是心有大爱。他的情，他的
爱，早已融入父老乡亲身上。父亲
这辈子，就是为家乡千千万万父老
乡亲活着的。

我眼中“不称职”的父亲
武斌

我叫严琼，是清水河县城关镇韩庆
坝村的村委会副主任。我是四川成都市
人。1986 年，我嫁到清水河县暖水湾
村。在来清水河县之前，我爱人对我说
大草原蓝天白云，一望无际，十分美好。
但真正来到这里，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
一惊。天哪，这哪里是我梦想中的大草
原！风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山上
连一棵树都没有。下了班车后，我和爱
人走了十几里山路，翻过了三道山岭，才
来到暖水湾村。来看新媳妇的村民穿得
破破烂烂，大闺女的鞋上还打着补丁。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我的婆家也住
在土窑洞里，炕上补丁摞补丁的铺盖和
地下几个坛坛罐罐就是全部家当。晚饭
前，婆婆像挖宝一样，从小口坛子里挖出
一小碗白面，又哆哆嗦嗦倒回半碗，给我
下了碗面片儿。婆婆见我不吃，端起面
说：“孩子吃吧，这是咱家最好的东西。”
这碗面片，竟然是对我这个新媳妇的优
待。村里人每天只吃两顿饭，都是以土
豆和葫芦为主，掺点莜面、小米，再加上
点儿油盐。中午，壮劳力在地里烧几个
土豆就顶午饭了。结婚后，公婆怕我待
不下去，把下蛋的母鸡都给我杀了，但期
望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我越来越思念
家乡、思念父母。

结婚后不久，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
辈给我送来200块钱，说省城来的小姑
娘嫁到这么个穷地方不容易，让我置办
些生活用品。八十年代的200块钱对于
农村来说可是天文数字，我当时就忍不
住哭了出来。

婆婆告诉我，这位大爷名叫武汉鼎，
是县城来的干部，为了帮咱暖水湾脱贫，
常年住在村里，连兽医站站长也不当
了。后来我才知道，全村26户人家，每
一户他都接济过。给村民的牲口看病，
也是他倒贴钱。记得1991年秋天，我婆
婆突发脑血栓，我们全家急得团团转，那
时武大爷正在我们村里，在他的帮助下
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总算抢回一条命。

家里为了救治婆婆，不仅花光了
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本来就很穷的
日子越发艰难。婆婆病情最重的半
年，全靠武大爷接济买药。每次，武大
爷都要骑自行车赶50多里山路去县城
买药，按时把药送到我家。那年冬天
大雪封山，自行车根本没法骑，他连推
带扛，10 里的山路走了 2 个多小时。
当他背着药箱推开我家窑洞门时已经
冻成了雪人。来年春天，大爷给我家
送来了4丸安宫牛黄丸，每一丸都装在
绸缎盒盒里，比戒指盒儿还精致。听
说这是治疗中风的特效药，贵得很，4
丸药就得花 480 元钱，那可是武大爷
半年多的工资啊！

还有一年夏天，连续几天阴雨连绵，
睡梦里，我听见“轰隆”一声，跑出去一
看，原来是村里最穷的张觅成家的土窑
被冲塌了一角。武大爷连夜带着党员和
村民进行抢修，并找地方安顿好张觅成
一家6口。然后，武大爷回县城找土地
局批下地基，很快帮张家盖起结实的新
窑，还掏出500元钱，送给他置办家当。
搬进新家后,张觅成夫妻流着泪，紧紧握
住武大爷的手说：“好人呀，我一辈子也
没想到会住上这么好的家呀！”为了帮助
张觅成家尽快脱贫，武大爷帮他先养母
猪，又把猪崽儿卖了换成了大羊，就这样
经过几年的打拼，日子总算有了起色。
如今，张家已经有40多只大羊，每年的
毛收入也有3万多元。

1992 年春天的一天晚上，睡梦中
我听见有人喊我公公的名字：“高元，快
起来，我给你家送小鸡来啦！”开门一
看，原来是武大爷骑着自行车连夜给我
家送来50只小鸡。他对我公公说：“我
看你那儿媳妇有点儿文化，想教她学养
鸡。”接着，武大爷连夜教我怎样给小鸡
防疫点药，怎样饲养管理。没几年，我
养的鸡从 50只发展到 800 只，规模越
来越大。通过养鸡，我成了远近闻名的
致富能手。

武大爷不仅帮助我发展生产，还有
意识地在政治上培养我。他经常送来报
纸和杂志，我们爷儿俩共同学习、交流。
1991 年我入党后，武大爷语重心长地
说：“一家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
富。严琼啊，你现在是党员了，应该好好
琢磨一下咋才能把外地的好东西引进村
里，带领大家共同过上好日子。”听了武
大爷的话，我决心走出去看看。正巧我
从报纸上看到山西有篇通过养殖杜泊羊
致富的文章，于是我开着面包车，来回4
天从山西把 7只杜泊羊带回了暖水湾
村。从那时起，我带着村民一起养羊，大
家都赚了钱。

武大爷为村里考虑得很长远，有意
识地培养我们几名党员。我当选村委会
副主任后，为修通村里的一条断头路。
大爷领着我们到县里跑项目、跑资金并
鼓励我们说：“为了给老百姓办事不要怕
麻烦”。路修好时，武大爷欣慰地说：“我
有接班人了，暖水湾村有你们几个年轻
人我就放心啦。”

近几年，我承包了县里近2万亩荒
山生态治理项目，武大爷再三提醒我，造
林队招工时，不能忘了那些贫困群众。
农闲时，我不仅把本村和周边贫困群众
带上，还从益民小区的贫困人口里招了
90多个工人，每人每天挖坑种树平均能
挣300块钱。两年下来，周边群众和贫
困户从我承包的荒山治理项目里领到的
工钱就有40多万元。

这些年来，武大爷不仅帮助我家走
上富裕道路，还支持我带领暖水湾的父
老乡亲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从武大爷
的身上我深深地感到，能够帮助别人是
一件多么高兴和自豪的事。我从一个不
懂事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为老百姓服
务、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共产党员和
村干部。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大爷的帮
助和培养。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人
生的道路！在这里，我想向您说一声：

“大爷，您辛苦了！”

情满暖水湾
严琼

我叫云霖琼，是清水河县的县
委书记。清水河县位于呼和浩特
市南部，境内千沟万壑，土地支离
破碎，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区。绝大多数贫困村靠天吃饭，人
畜饮水依靠旱井和水窖里贮存的
雨水。清水河县委、政府久久为
功，一任接着一任干，经过长期的
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贫困发生率
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90%下降到
0.15%。

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
清水河县涌现出许许多多先进典
型，为家乡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奋斗
了整整 60年的武汉鼎同志，就是其
中最杰出的一个。

武汉鼎是土生土长的清水河县
北堡乡大阳坪村人。刚参加工作
时，作为一名兽医，他经常深入贫
困村了解贫困群众的疾苦。贫困
群众缺衣少吃，他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决心把帮扶贫困群众走出困境
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武汉鼎整
整奋斗了 60 年。清水河县的山岭
沟壑，布满他层层叠叠的脚印，清
水河县的黄土地上，渗透着他的心
血、智慧和汗水。评定高级畜牧师
职称时，自治区农牧专家现场考察
后感慨万千，一致称赞：武汉鼎把
高水准的学术论文都写在了大地
上！

60 年来，武汉鼎倾其所有，把
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家乡
的父老乡亲，他的故事令多少人潸
然泪下；武汉鼎扎根黄土地，长期
实践，在脱贫攻坚路上留下的脚印
闪闪发光，值得所有党员干部深入
思考，借鉴传承。

武汉鼎长期深入基层一线，扎
根贫困山乡，与贫困群众鱼水情

深，对贫困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了如
指掌。他始终能够准确把握时代
脉搏、始终能够根据贫困群众最迫
切的需求对症下药，精准帮扶。

针对当地牲畜品种差、个体小、
效益低下的现实，武汉鼎从外地引
进优良种畜，不断对当地牲畜进行
改良。他曾在一片质疑声中，将盆
地青的近五百只土种公羊全部去
势，并引进新疆细毛羊进行杂交。
使改良前体重只有 20 来斤的土种
羊，提高到 60 多斤，创造了盆地青
1 万只羊收入达到 20 万只土种羊
收入 1.6 倍的奇迹。

针对清水河县广种薄收、贫困
群众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他从山西
吕梁引进“蓄水聚肥耕作法”，并在
他帮扶的暖水湾村全面推开后，有
效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问题。次年
秋天，就创造了马铃薯亩产从不足
2900 斤提高到 8000 斤乃至上万斤
的奇迹。他在暖水湾村推广的“三
三制”种植法，实现了草多、羊多、
肥多、粮多、钱多的良性循环，使暖
水湾的人均收入由 1987 年的 113
元提高到 2017年的 8700元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县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他把自己半个世纪
以来积累总结的脱贫致富经验进
一步发扬光大。通过产业扶贫、科
技扶贫、教育扶贫、精准帮扶、发挥
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等措施多
管齐下，配套运用，产生了惊人的
聚合效益。到今天，全县已经发展
出海红果、小香米、米醋、黄米、胡
麻油 5 大地理标志产品；形成林果
富民、旅游富民等 10 大富民产业。
清水河也成为全国绿化模范县，拥
有了全国最美乡村、全国风景旅游
特色名镇。

在武汉鼎的心中，始终把贫困

群众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而家庭的安乐，个人的荣辱得失，
在他看来无足轻重。60 年人生路
上，他多次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一心一意投入扶贫的伟大事
业中；60 年风雨兼程，无论面对工
作中的艰难险阻、还是亲人去世的
巨大悲痛，他都能够做到毫不动
摇，不断奋进。

武汉鼎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目
标奋斗的践行者。他把自己的一
生，无私奉献给了家乡的父老乡
亲。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贫
困群众身上。退休后的 25年里，他
从微薄退休金里累计省出 40 万元
投入到扶贫工作中。他徒步下乡
的行程就达 3 万公里，先后为 30 多
个贫困村办起了科技夜校，推广了
25 项农牧业实用技术和 35 个优良
品种，受惠贫困户高达 1.2 万人。

如今武汉鼎老人已经 80 多岁
了，但他依旧步履匆匆，奋斗在脱
贫攻坚的第一线。这两年，老人又
把帮扶的重点放在了易地安置、转
移进城的贫困人口身上。他在贫
困户集中安置的移民小区建立了
武汉鼎工作室，组织五色志愿者服
务队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和就业问题，引导农村贫困群众适
应城镇生活。

武汉鼎常说，人总得有点精神
和追求，没有精神和追求，就会得
软骨病。他把自己一生的追求概
括为一句话：党强、民富、村和，我
服务，甘愿做一名孺子牛。在武汉
鼎的带动下，清水河县脱贫攻坚工
作 涌 现 出 那 顺 等 一 大 批 先 进 典
型。武汉鼎精神，无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都将是我们清水河县最
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弘扬武汉鼎
精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黄土地最宝贵的财富
云霖琼

——武汉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