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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授予黄诗燕、毛相林“时代楷模”称号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日电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

宣传发布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干部代表黄诗燕、毛相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

“时代楷模”称号。 

黄诗燕，生前系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2019年 11月因

公殉职，时年 56 岁。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根基层一线，勇

挑工作重担，9年如一日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民增收，

破解民生难题、提升幸福指数，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为脱贫攻坚事业鞠躬尽瘁，带领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

困县，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面貌，用工作实绩践行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以苦干

实干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用宝贵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被

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毛相林，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他 43 年不改初心使

命，坚守偏远山村，坚持苦干实干，带领村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悬崖峭壁上凿石

修道，历时 7年铺就一条 8公里的“绝壁天路”。他培育“三色”经济，发展乡

村旅游，推进移风易俗，提振信心志气，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让乡亲们

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过上了富裕文明生活。他艰苦卓绝、打通绝壁，带头引路、

誓拔穷根的平凡壮举，造福了广大村民，传遍了全国各地，赢得了广泛赞誉，树

立了脱贫攻坚一线党员干部的光辉榜样，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中

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黄诗燕、毛相林同志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

干部群众认为，黄诗燕、毛相林同志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扎根基层

一线的脱贫攻坚楷模。他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努力实现乡村振兴，靠苦干实干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靠执着坚守铺就幸福

生活道路，靠高尚风范赢得群众广泛信赖，展现出忠诚的政治品格、强烈的责任

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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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黄诗燕、毛相

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黄诗燕、毛相林同志先进事迹的短片。

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分别为黄诗燕同志亲属代表、毛相林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

奖牌和证书。国务院扶贫办、湖南省委、重庆市委有关负责同志，“时代楷模”

亲属、同事和当地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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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群众好 群众跟他亲——追记献身罗霄山区脱贫攻坚

事业的湖南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 
 

湖南省炎陵县，地处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片区、井冈

山西麓。2011年 6月，黄诗燕担任炎陵县委书记。随后 8年多里，他用始终如

一的坚守、敢啃“硬骨头”的担当、献身“红土地”的真情，和全县干部群众共

同奋斗，促成这个革命老区成功脱贫。 

2019 年 11月 29日，完成又一次脱贫攻坚部署后，回到宿舍的他突发心脏

病不幸离世，时年 56岁。 

惊闻噩耗，当地干部群众悲痛万分；时光流逝，“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

“最美扶贫书记”等赞许在民间一直广为流传。好口碑印证了黄诗燕生前念兹在

兹的一句话：你对群众有多好，群众和你就有多亲。 

 

2011年 7月，黄诗燕（右一）走村入户调查了解民情。新华社发 

一个“实”字谱春秋 

黄诗燕担任县委书记之初，炎陵县顶着深度贫困县、经济薄弱县、产业滞后

县等一堆“落后帽子”。全县贫困发生率达 19.5%，农民人均收入 2970元，是

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http://www.cpad.gov.cn/picture/0/aab99be7d4434941acb6b135a45c3f2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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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介绍，上任伊始，黄诗燕抱定“山高不如脚背高，

路长没有脚板长”的信念搞“大走访”——自带食材进村入户，与群众一起生火

做饭，同桌吃饭，同干农活，倾听群众掏心窝子的话；跑无电村，钻土坯房，进

“杉皮屋”，访贫问苦……黄诗燕调查后痛感，炎陵县交通闭塞是痛点，资源匮

乏是难题，贫困落后是大敌。 

“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饭吃衣穿屋住的党”，这是 1929年红军在炎陵县留

下的标语。“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

我们要弘扬红军作风，让农村一天比一天美，让农民一天比一天富！”黄诗燕一

席话，让全县党员干部深受触动。 

他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工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他给自己立“军

令状”，梳理群众最难最忧最盼的事，解决一项销一个号。 

 

2011年 7月，黄诗燕（右三）在霞阳镇考察黄桃种植业。新华社发 

  一个“拼”字担日月 

今年 8月，记者走进炎陵县深山采访。盘山公路两旁，不时出现购销两旺的

黄桃交易集市；崇山峻岭间，硕果累累的桃林一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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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人都知道‘大黄（书记）抓小黄（桃），抓出金黄黄’。”中村瑶族

乡鑫山村村支书朱景华告诉记者，这个村 40多户贫困户靠种植黄桃脱贫，“我

们村靠 62824棵‘摇钱树’，几乎家家盖新房、买新车。” 

炎陵县黄桃办主任邓纪平告诉记者，当地山区种植水稻“三年两不收”，但

约 40年前从外地引进的黄桃，却特别适应这方水土，“炎陵黄桃”果肉细腻紧

致、口感清甜爽滑。 

“天无绝人之路。”2012年初，在霞阳镇果农陈远高家，黄诗燕见到一棵

每年能结果 400多斤、收入近 7000元的“桃王”。学农出身的他喜出望外：“我

们要把黄桃从小打小闹的‘珍品’，变成助力脱贫攻坚的商品。” 

凭着一股子拼劲，黄诗燕主导制定黄桃发展规划和奖补政策，推广先进栽培

技术，琢磨出广告语“炎陵黄桃，桃醉天下”，还参与包装设计，支持电商销售，

推动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鼓励精深加工、组织清除不良品种、限制

盲目扩种…… 

“全县今年黄桃种植面积有 8.9万亩，总产量 5.18万吨，产业链综合产值

20.6亿元，这些都是 2011年的十几倍。”炎陵县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诚说，“今

年 3.42 万名桃农人均增收 2976元，有 3145 户贫困户户均种桃增收 6200 元。” 

黄诗燕主政炎陵县期间力推的各类绿色农业，带动了全县约九成贫困人口显

著增收。 

一个“情”字践初心 

黄诗燕有两本泛黄的《马克思传》，是炎陵县 95岁老党员张朝秀临终前送

给他的。黄诗燕将其视为前辈对他的期许，始终将书摆在书柜最醒目处。 

2014 年，炎陵县尚有 1.49万户村民的住房存在安全隐患。全部解决需投入

6亿元，而炎陵当年财政收入仅 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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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安居，怎么脱贫？”黄诗燕发“狠话”拍板：“砸锅卖铁，也要让老

百姓住上新房。每户还要给一块菜地，造个小杂屋。以后生活好了，房子还会加

层，要按两层楼打地基，留楼梯。” 

除了多方筹资，他还大力节省开支：老旧的县委大院不装修，红砖裸露的办

公楼不改建，掉漆的办公桌不更换……闯过道道难关后，全县 1250 户易地扶贫

搬迁户住进新房，2543户农村贫困户实现安居，1.1万户农村危旧土坯房得到改

造。 

在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档立卡户张连军说：“我 2017 年从山里搬

来，黄书记来我家 19次，给我一家 3口推荐了工作。他真的比亲人还亲！” 

在黄诗燕带领下，炎陵县干部群众众志成城抓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累计脱贫 7224 户 24056人，贫困发生率从 19.5%下降到 0.45%，成为湖南省第

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在霞阳镇石子坝村，陈远高告诉记者，黄诗燕去世前几个月，“桃王”也枯

死了。“老树虽然不在了，但黄书记支持村里修的路、改的电网都还在，桃林面

积也从百十来亩发展到近 2000亩。”陈远高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

会一直念黄书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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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向绝壁要“天路”——记当代“愚公”毛相林 

深秋，山谷。一条路，蜿蜒曲折如苍龙，一头扎入谷底村庄，一头通向群山

之巅。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路。 

“我干了 40 多年村干部，最大的事情就是修了这条路。”重庆市巫山县下

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举目四望。那片山，曾将祖祖辈辈死死困住；山上，埋着

6个为修路牺牲的兄弟…… 

16 年前，毛相林率领 100多名下庄村民，硬是用双手在山中凿出了这条 8

公里长的公路。接着，毛相林和村民们不等不靠，敢想敢干，决战贫困，续写“愚

公移山”新篇。 

 

2020年 7月 3日在下庄村拍摄的毛相林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 

1997 年，38 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作出惊人决定—

—修公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合围，犹如坐在一口

井中，修路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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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道拐”的古道，去县城一来一回至少 4天。

住在“井底”的近 400名下庄村民，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贫穷闭塞成

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毛相林在村民大会

上给大家鼓劲：“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

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 

那年冬天，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全村青壮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

山，吃住在山洞，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子，另一头在老树根上打个结，以防夜里

翻身掉下悬崖。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在山上住了 3个月没回家。 

修路远比想象的难。四周陡峭岩壁，很难找到落脚之地，胆子大的腰系长绳

站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眼，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再用锄头、

钢钎和大锤，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 

村民杨亨双回忆，有一次钻炮眼，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凶，头顶还不时掉

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

去了。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2020年 7月 3日拍摄的下庄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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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2020年 7月 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 

开工修路第三年，不到两个月，接连有 2名修路的村民献身。 

26 岁的村民沈庆富，在修路时被一块巨石砸中，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安

葬沈庆富没多久，专门从外地回乡修路的 36岁村民黄会元，也被滚落的石头砸

中。 

村民自发前来，为黄会元送行。看着黄会元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无比愧

疚，他声音颤抖着问大家：“如果再修下去，可能还要死人。今天大家表个态，

这路到底修还是不修？” 

“修！”有人大声吼道。回应的人，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我儿子死

得光荣。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老人说。 

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毛相林忍住泪水，立下誓言：就算我们这代人穷 10

年、苦 10年，也要把路修下去，让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 

此后，又有 4 名村民为修路献出了生命。为早日走出大山、拔掉穷根，下庄

人没有退缩。2004 年，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村人用了整整 7年时间，终于在

绝壁上凿出了一条 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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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路，这是他们走出贫困的路——下庄人祖祖辈辈的梦想

终于变成了现实！ 

 

两名下庄村村民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上（2017年 6月 7日摄）。 新

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毛相林（右一）在下庄精神陈列馆内讲述当年修路的故事（2020年 7月 3日摄）。 新

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 

虽然出山公路通了，但在当时，大多数下庄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毛相林

“趁热打铁”，带领村民种植柑橘，力争尽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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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村里的 500亩柑橘生虫，几乎绝收。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当众检

讨：“发展产业不能靠蛮干，做事不怕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 

村民们又一次支持他。大家说，当年修路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

什么？ 

县里派来了柑橘栽种技术专家，手把手培训村民。几年后，村里柑橘产业“起

死回生”，去年柑橘产量接近 40吨。今年的柑橘就要上市了，毛相林说，产量

比去年还高。 

今年 61岁的毛相林，把最好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2015年，下庄村整村脱

贫；到 2019年底，全村累计 64户 269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 0.29%，人

均收入达 1.2万元。 

从这条路走出的年轻后辈，正在接棒家乡的振兴事业。29岁的毛连长，回

到下庄做电商，叫卖柑橘、西瓜等土货；27岁的彭淦，是下庄走出去的第一批

大学生，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 

毛相林还有更大的梦想：不单下庄人要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近

年来，巫山县发展乡村旅游，下庄村 19 栋农房改造成民宿，开始接待山外来的

游客。“再过两三年，旅游搞起来，我们的收入还会翻番。”毛相林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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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相林（左一）在下庄精神陈列馆内讲述当年修路的故事（2020年 7月 3日摄）。 新

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毛相林在采摘脆李（2020年 7月 3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毛相林在地里劳作（2020年 7月 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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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对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进行道路硬化施工（2017年 6月 7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

全超 摄 

 

  参与修路的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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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修路的下庄村村民把“厨房”搬到了施工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毛相林（前）经过下庄村用于农业生产的水池（2020年 7月 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

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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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岁的下庄村村民杨元鼎在自家开办的民宿内整理床铺（2020年 7 月 3日摄）。 新华

社记者 王全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