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足闽江之畔的潮江楼，江风飒飒，
水波荡漾。90多年前，我的伯公王荷波在
这里组织召开过著名的“马江会议”，而使
得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福州城免于一
场战火。在伯公的革命生涯里，还留下了
许多这样动人的篇章。

伯公一生忠诚正直、刚正不阿，艰苦
朴素、廉洁奉公，被称为“品重柱石”，他用
生命书写了一段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
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传奇。

铭记国耻，矢志革命

我的爷爷王介山告诉我，祖辈家与左
宗棠是邻居，曾祖父王犹允希望自己的孩
子长大后要像左宗棠一样为人办事。

1882 年 5 月，伯公出生于福州东廊
顶，由于家境清寒，作为长兄的伯公只念
了两年私塾，就开始跟随曾祖父打工养
家。1916年夏，伯公考入津浦铁路浦镇机
厂当生火工人，后升机匠。

伯公目睹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封
建主义的横征暴敛，经历了殖民者的暴戾
统治。这一切，锤炼了他的刚强意志，坚
定了他勇于抗争、投身革命，追求阶级解
放和民族解放的理想信念。

铁肩道义，“品重柱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给在浦镇
中英合资机车修理厂工作的伯公以很大
的影响。伯公大量阅读《新青年》《劳动
界》等进步刊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更加
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当时浦镇机厂英籍厂长在厂内为所
欲为，压榨职工。伯公带领大家坚决地与
各种侵害工人权益的现象做斗争，将浦口
的工人初步组织起来。

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正式成立
中华工会，伯公先后被选为副会长、会长。

1922年，伯公由罗章龙介绍入党，成
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
很快组织起浦口党小组、浦口铁路工会、
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全身心投入党的事
业和工人运动中。

他兴办工人浴室、合作社、工人夜校，
让工人及其子女读上书，搞工人活动，使
工人在经济、政治地位上得到很大提高。

在担任工会领导时，伯公遵守章程、公
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受工友的
敬重和爱戴。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
他一块题有“品重柱石”四个大红字的牌匾。

在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日益增多，
工人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伯公先后组建

了徐州、济南、天津等津浦铁路上三个大
站的铁路工会。在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
大罢工中，伯公积极组织津浦沿线工人遥
相呼应，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在震惊中外
的五卅运动中，伯公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
领导人之一，参与了筹备上海总工会，发
动25万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工作，使五卅运
动成为全国大革命的序幕。

信仰坚定，沥血忠诚

伯公是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即使时
刻面临牺牲的危险，依然十分坚定，初心
如磐。正如伯公和爷爷所说：“我们的事
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1926年，伯公受党的指派秘密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故乡。当时，北伐军与北洋军
阀正在福州城外对峙，城内百姓危在旦
夕。11月 30日，伯公以中共中央特派员
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海军代表在马尾
潮江楼召开了福建革命史上著名的“马江
会议”，正是因为伯父的积极斡旋、慷慨陈
词，成功促成马尾海军起义，使得北伐军
顺利进入福州城，也让全城的百姓免受战
火之苦，保下了这座历史名城。

随后，伯公奔赴上海，与周恩来、罗亦
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
装起义。

1927 年，中共五大召开，选举产生
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
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伯公当选为首
任主席。任职期间，伯公十分注重纯洁
党的队伍建设，严格党的纪律。

伯公还组织认真梳理总结安源煤矿
工人运动和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工运中的
有益经验，要求加强党内思想教育，让队
伍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白色恐怖笼罩的 1927 年，因叛徒出
卖，伯公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京被捕，11
月11日被秘密杀害，时年45岁。就义前，
伯公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是请求
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留下一
句“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的遗言。

旗帜引领，赓续相传

爷爷告诉我，伯公不光是他们的长
兄，更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在伯公的引导
和带领下，兄弟们都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
路。

我的二伯公王桂高带病为党组织传
递情报，以居所作为站点掩护同志。四叔
公王大华在南京下关军火库工作，秘密从
事地下党活动。五叔公王凯跟随伯公从

事地下交通工作。
1911年，爷爷接到伯公来信，在他的

动员下参加了辛亥光复福州的“于山举
义”。

伯公教导子女们要牢记自己是工人
的后代，要继承工人父兄的光荣传统，好
好学习，将来也要参加革命斗争。

伯父王夏荣长大后承继父志，在党的
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因淞沪会
战负伤，回南京疗伤时被日寇逮捕，后被
捆绑在灯柱上烧死，殉难时年仅19岁。

伯公牺牲后，我的两个姑妈跟随其母
亲等人来到福州与我爷爷一家共同生
活。1937年，由五叔公王凯将她们送到延
安，她们后来都光荣入党。大姑妈王晓珍
解放后住在南京，是南京中国银行普通干
部。小姑妈王修竹，离休前是北京邮票厂
的普通科员。

新中国成立后，五叔公王凯曾担任中
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但他从未利用自己
的职务给子女后辈谋私利，他的四个女儿
都在基层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
工作。

清风化育，代代相传

爷爷受伯公的影响一生清廉、甘于奉
献。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便主动请求随部
队南下回家乡工作。

对于子女的工作，爷爷常说：“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都去当干部，谁来种
地、裁衣呀？”在爷爷看来，绝不能仗着是
红色家庭的后代而搞特殊。

我的父亲王福生复员后到工厂当工人，
有一段时间被调到厂工会工作，爷爷得知后
说：“你是技术工人，一线岗位更需要你。”于
是，父亲重新回到工人岗位工作到退休。

爷爷十分恪守原则。过去总有工友
们来家里找爷爷安排工作，爷爷耐心解
释，“安排工作要按组织规定去办”，但事
后爷爷总会自掏腰包帮助他们。一向节
俭的爷爷还经常从有限的工资中拿钱去
接济“五保户”。

和爷爷一样，父亲自小对子女要求严
格，他告诉我们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和
别人“不一样”，作为英烈的后人，要比别
人更加努力上进，绝不能躺在先辈的“功

劳簿”上。
在家庭的影响下，我对部队也格外向

往。入伍前，父亲就教育我，一定要积极
争取入党。入伍后，我牢记父亲的嘱咐，
比别人更加勤勉努力，刻苦训练，在 198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部队退伍后，我回到地方工作，踏实
本分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从儿子记事
起，我便慢慢和他说伯公的故事。他工作
后，每年清明节都主动带着鲜花，代表我
们前去给伯公扫墓，缅怀追思伯公。

伯公用其一生书写着爱党爱国、忠于
理想的家国情怀，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清
廉本色，为后辈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
中，将伯公留下的优良红色家风言传身教
给子孙后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使命。我
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弘扬红
色家风，将伯公“绝不能走与他相反的道
路”的遗训一代代传承下去。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原创：闵继
轩 口述人：王飞，系王荷波侄孙 整理
人：柯竞 黄俊 罗如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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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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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都舍不得让他走
——记省委老干部局派驻寿宁县凤阳镇官田村第一书记马长健

“我特意跟村民说，马书记还有东西要整理。村民这才依依
不舍回家，但是还是有10多个人不肯走……”宁德市寿宁县凤阳
镇官田村村委会主任缪石平说。原来，今年3月底，“88后”的驻
村干部马长健博士圆满完成驻村任务，在他准备返城的前夜，70
多位村民闻讯而来，怀着不舍的心情与他叙别至晚10点多仍不
愿离开。第二天清晨，300多位村民自发来到村委会楼下送马长
健返城。

村民送马长健（左一）返城

2017年，马长健作为博士选调生到省
委老干部局工作，3个月后，他主动请缨驻
村锻炼。驻村 3年转眼过去，马长健已成
为当地的“网红明星”，被宁德市委市政府
授予二等功奖励。

家家户户都有“马书记”的故事

一个雨天午后，驻村不久的马长健正

在他住的村委会二楼伏案写材料，突然闯
进一位中年汉子，双手握拳气势汹汹喊
道：“哪个是马书记？”马长健抬眼愣了一
下，随口答道：“我就是。”

“村里水管到底有没有人管？”由于山
上自来水管破裂，雨天饮用水浑浊，村民
缪石清来找马长健解决问题。马长健说：

“清哥，我这就去现场看一看，什么情况了

解后再跟您反馈。”
此时，缪石清怒气已消，他说：“您是

上面派来的书记，还喊我‘大哥’，特别是
这一声‘清哥’，我听了很开心。”第二天，
马长健上门找缪石清提出解决方案，很快
就帮村民解决了难题。

驻村第 2年，马长健向村两委建议拆
除村口的鸡鸭圈来改善村容村貌，大家却
不吭声。原来，多年前大家就想拆，但因
惧怕缪石清不敢主动提出。马长健了解
情况后，当晚便主动找缪石清谈拆除的事
情，缪石清第二天一早便将自家的鸡鸭圈
拆除，其他村民也自觉拆除了鸡鸭圈。

官田村共有 485户村民，家家户户跟
马长健都有一段故事。

在送马长健返城的队伍中，60多岁的
缪奶清一手拿着锦旗，一手提着一袋地瓜
扣，硬要塞给马长健。缪奶清是马长健挂钩
帮扶户。“第一次到他家里，想动员他去种植
葡萄，没说几句话就要撵我走人。”马长健
说，后来改变策略，每隔几天就到他家坐一
坐，不谈种葡萄，只拉家常，终于在一次无意
间谈到葡萄价格时，缪奶清敞开心扉道出难
处：种植葡萄缺技术缺资金，他们夫妻超过
了贴息贷款的年龄，儿子欠债无法贷款。

自此，马长健便自费承担起缪奶清的
葡萄苗木费用，并指定葡萄种植大户手把
手向他传授种植技术，葡萄收成时，还帮
他打开销路。后来，缪奶清脱贫致富要还
钱，被马长健婉拒。

“马书记扶持缪奶清可能不下万元。”
官田村党支部书记缪福官介绍，若有村民
生病，哪怕是在外地住院，马长健也会想
办法去探望。马长健这3年多来的工资几
乎全花在驻村工作上了。

老老少少都跟“马书记”亲

刚驻村时，如何融入村民，了解真实

的村情是摆在马长健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了和村民拉近距离，遇到爱抽烟的村
民，马长健就主动递烟过去，接过烟的村
民便与他聊起天来。这家有多少耕地，种
了什么，一年有多少收入，生活情况如何，
甚至村民张三李四有矛盾，他都了解得清
清楚楚。遇到小孩，马长健就给个糖果。
2个月后，村情已经烂熟于胸。

官田有3个自然村，其中“外村”和“里
村”因 20世纪 90年代一桩补偿款的事情
老死不相往来，换届选举时甚至出现“秘
密写票室”。村委会在“外村”，党员开会，

“里村”的党员就不来。马长健在村委会
开设“书记夜话”，来的清一色是“外村”
人。后来开会，马长健就带着村支书一起
去“里村”通知，“里村”人觉得“外村”书记
来我们“里村”，觉得有来应该有往，所以

“里村”的党员就来“外村”开会。开完会
很晚了，马长健动员村支书一起送老党员
回去，“里村”人觉得很温暖，第二天口口
相传这件事，从此，两村渐渐有了来往，村
民将“里村”的称呼换回“西洋”，“外村”的
称呼换回“主村”。

刚开始，村两委和村民之间似乎也隔
了一堵墙。村民觉得党员干部没有干什
么，谁都可以当；而村党员干部受限制多，
往往不敢开展改变现状的工作。2018年
初，马长健发动党员、两委成员为村里进
行大扫除，一共才来 10人，扫到村民家门
口时，村民会立马拿着扫帚出来一起打
扫，还念叨着“不好意思，我家门前还要你
们来扫”。第二次，第三次，全村大扫除人
数就多达几百人，村民和村民互帮，自然
村和自然村也互帮。现在村里有一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和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
2018年8月，官田村20年来首次平稳实现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摘掉了换届难点村的
帽子。党支部凝聚力明显增强，3年来发

展新党员 2人，预备党员 2人，6人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分分秒秒都不忘“来时路”

3年来，官田村先后有 50多个项目落
地，争取资金 1600万元，有两项产业成为
全县的源头。

寿宁盛产葡萄，产地都相应成立合作
社。但是，合作社和农户并没有协调一
致，各干各的；农户之间种植工艺也各不
相同，从而导致葡萄品质、价格千差万
别。为了从制度上规范合作社管理水平，
提高葡萄生产质量，2019年，县里把这项
任务交给马长健。马长健通过多方调研，
将农民最关心的最低收购价格、分红制
度、积分制度、理事会制度等，写成《1+N
管理制度汇编》，并获得全县推广，覆盖多
个产业。2020年，全县葡萄价格比2019年
上涨了80%，官田村葡萄增收700多万元。

如今，市面上又甜又脆的寿宁黄桃，
源头也在官田。在“书记夜话”里，退伍军
人缪松锦想种植黄桃，被村民泼冷水，马
长健却私下动员他试试。他试种 3亩，第
一年没有挂果，第二年小有收成，一斤 10
元，一下子就卖完。马长健一边鼓励他扩
大生产，一边带他跑有关部门争取政策支
持。不久，县里出台黄桃种植补贴政策，
官田村黄桃种植面积一下子新增 350亩，
全县黄桃面积新增2000多亩。

马长健从小生活在城市，过惯了集体
宿舍生活，刚驻村时住宿很不习惯，再加
上他是北方人，对南方清淡的饮食也不习
惯。初来乍到精神压力大，第一个月，他
瘦了 10斤……不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来时路”，马长健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驻
村任务，没给“娘家”省委老干部局掉面
子，还挣了大面子。

（通讯员 刘维标）

王荷波家庭：让“品重柱石”的精神代代相传

燥热的锅炉旁，他精益求精，刻苦
钻研勇创新，从技改中谋发展，向技改
求效益；暖黄的灯光下，他耐得住寂寞，
坐得住“冷板凳”，只为精雕细磨，磨练
出比发丝还细的精度；轰鸣的机器前，
她沉着心细，不畏失败克难关，为企业
大批量生产创造具备……

他们是三明工匠，秉承着工匠精
神，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企业
发展奠定基石，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刻
苦的钻研及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为
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八闽工匠吴建家★
钢花璀璨 浇铸人生

吴建家是八闽工匠，三钢闽光股份
有限公司炼钢厂一炼钢转炉车间的炼
钢工首席技师。30多年他秉承父辈们
的“三钢精神”，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
取，精进“炼钢”技术，他带领班组，围绕

“多出钢”“快出钢”“出好钢”的目标，在
熊熊燃烧的转炉前开展一系列技改攻
关项目，创下了单产纪录第一、质量百

分百、吨钢料耗最低等多个“第一”。
现在，身为炼钢转炉车间值班主任

的他正带着团队投入到智能钢铁的大
潮中，精益求精，奋力前行。

★三明（金牌）工匠郭呈华★
十年磨一刀 功到自然成

凭着勤学好问，刻苦钻研的精神，
在三明市普诺维机械有限公司担任磨
刃组组长的郭呈华做出来的刃具比发
丝还要精细。

一双妙手，能感知0.02毫米和0.03毫
米的细微差别，精雕细磨、精益求精，不断
突破自己的极限，磨练自己的磨刀功夫。

如今，他的手工磨刃技术，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旋转模切行业的标
杆“郭一刀”。

★三明（金牌）工匠罗永珠★
丝线交错间 昭华人生路

21年里，从纺织新手到细纱操作总
教练，罗永珠不断苦练纺织技术，遇到

困难，迎难而上，与技术部同事们探索
出的“段彩纱生产错位斜接工作法”攻
克了段彩纱生产“缺根现象”的技术难
关，解决了业内一大难题。面对机器的
升级，技术的革新，她担起了调试新细
纱机调试重任，在摸索中尝试，在实践
中积累，最终成功投入生产。

她砥砺前行，争当着时代“弄潮
儿”，步履不停，罗永珠一直在路上。

★三明工匠林忠平★
一盏茶香 一生守护

林忠平身为国家级评茶师从事茶叶
加工、研究近40年。他重拾“红边茶”古
远茶韵，创办沙县宏苑茶业有限公司，涉
猎古籍，深入民间，反复试验，终使重见
天日，成为非遗制茶传承人。为发展，他
带领乡人制茶研茶，帮助茶农增产增收，
成为沙县茶叶产业带头人。为传承，他
讲学传艺，言传身教，将掌握的茶叶技艺
倾囊相授，成为优秀茶教师。

精湛技艺，虔诚匠心，一路茶歌，一
意精行。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

精益求精的三明工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