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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翊 涂洪长 姜潇

当接到去市里工作的通知时，他和妻子商
量，尽快办一件大事——买房。

于是，他把家安在了南平市一栋普通居民楼
里，融进了这座闽北山城的万家灯火之中。

小区里的人，偶尔会碰到他，但几乎没人知
道他是谁，也没人在乎他是谁。

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3月18日，一场车祸，终止了他鲜活的生命。
廖俊波，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和

县原县委书记，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走完了他年
仅48岁的一生。

“一只好碗，打掉了！”消息迅速传开，街头百
姓说；

“感觉没了依靠，今后工作要打起十二分精
神！”工作搭档说；

“请你们好好写写他，对他是种告慰，对基层
干部是种激励！”老领导说；

……
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会让他人惋惜、不

舍？照片中那谦恭的微笑背后，曾有过怎样的人
生风景？

新来的“省尾书记”
入夜，村民邓奕辉刚吃过晚饭，就听见一阵

敲门声。
登门者指着身边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年人说：

“这是县委廖书记，今天专门来看望您。”
石屯村，地处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山脚边，

平时外来人不多，村民大多没见过县委书记。邓
老伯既感意外，又不免有些紧张。

“老伯，身板还硬朗吧？能不能请各组的老
乡过来，一起聊聊？”县委书记柔声道。

很快，几名村民小组长、辈分高的人，聚在了
邓家厅堂。

“大家放开说，不要管时间。”县委书记说。
喝茶、递烟、寒暄，不一会儿，话语就热了。

“县里搞开发区，我们支持，可廖书记，山上有我
们600多座祖坟，怎么办？”

“镇里打算建一座公墓，咱让老祖宗也住住
新房，好不好？他们楼上楼下的，不也热闹嘛。”
大家听了，笑了起来。

“廖书记，以后征地标准提高，我们第一期被
征的，不就吃亏了？”

“决不让老百姓吃亏，一定会补齐。”
“行！行！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我们一

定大力支持，不算小账。”大家纷纷表态。
3个小时过去，大家意犹未尽。
政和，地处闽浙交界，武夷山脉纵贯全境。

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长期是福建省长挂
点的帮扶县，被形容为“全省之尾”。县委书记，
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

“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河”，这是当地
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每次省里市里开会，政和
干部都坐在角落，轮到发言时一般快到饭点，说
者无心，听者无趣。干部调离政和，有时还会收
到“恭喜脱离苦海”的祝贺。

2011年6月，廖俊波走马上任。
“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官不算大，但领

导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掌管一方土地，权力
很大，责任和事务似乎也无限，还会面对不少诱
惑。这是个干事创业的重要职务，也是考验意志
品格的关键岗位。

穷家难当！环顾政和，大山连绵，河川密布。
县城老旧破败，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县里没有几
家像样的工厂，连县委大楼的墙上都有很多裂缝。

上任后，他与时任县长黄爱华作了一次深
谈。“依我看，政和相对落后，反倒是个干一番大
事业的平台。想想，咱们一起努力，在全国率先
蹚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子，打它个翻身
仗，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他微笑着，眼
里放着光。

“不怕穷，就怕穷惯了。咱来个大战役，把信
心士气提起来！”

开头两个月，廖俊波很少待在办公室，带着
人马下乡、进厂、家访、夜谈……这位新来的县委
书记，兜里会掏出什么牌呢？

当年8月18日，一个政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参加人员：全县200多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主题：政和怎么办；会议
形式：务虚。

“神仙会”一开3天，每个人都要发言。
“落后地区，观念也可以领先！”廖俊波最后

开了腔，“政和落后，主要是观念、干劲问题。”
“浙江也有山区，人家发展得怎么样？政和

向东，过了宁德就是大海、港口，向北就是浙江、
长三角，很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会修过来，我
们条件一点不差。”

此时，他点起了“三把火”：一是深挖传统农
业优势，抓好扶贫；二是全力突破工业、城市、旅
游、回归“四大经济”；三是把原先分散的园区“三
合一”，完善配套、提升档次。

何谓“回归经济”？大家听着新鲜。廖俊波
解释：“光在上海，就有3万多政和人创业经商，
他们想为家乡出力，可以动员他们‘回归’啊。”

他最后亮出底牌——自他开始，县里所有干
部上一线。

建设集中的开发区，地从哪来？廖俊波穿上
运动鞋，背着地图，带着人在城郊的荒山、河滩里
转悠，然后会商，最终敲定了一片山地，分期开发。

钱从哪来？初期，光架桥铺路就要 5000 万
元，可政和过去连30万元的项目都要上常委会。

“大家看，咱能不能先不建县委办公楼，搬出
来分散办公，这不就有4000万元了吗？其他再
争取各方支持。”廖俊波跟班子商量，“我们已经
慢人一大截，等不得了！”

他找到县长说，无论做什么事，一般都有人
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人观望，所以下手一定要
快。“认准的事，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

万事开头难，征地就是一难。于是，就有了
县委书记做客农家的那一幕。

能去现场，就不在会场——园区开工，廖俊
波恨不得吃住在工地。每天再晚，他都要到工地
走一趟。没有光，就打着手电对着图纸看，或者
让司机打开车灯照着看。

3个月后，征下了3600多亩地，无人上访；半
年，首家企业达产；一年后，工厂招工的广告贴满
大街小巷。当初被一些人认为是“画饼”的计划，
连骨头带肉，摆在了人们眼前。

“这个园区，是廖书记一脚一脚踩出来的。”
副县长葛建华说。

人大、政协的干部，过去很少介入具体经济
事务，廖俊波动员他们都上“一线”。在老城区征
迁中，他得知当时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绍卫
威信高、有办法，就两次登门请贤。

“你看，我头发全都白了，怕力不从心啊！”许
绍卫摆摆手说。

第三次登门，廖俊波手里多了样东西，一盒
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染发剂。

“老许，你不是嫌自己头发白吗？这个东西
好，一用就黑，马上显年轻。”廖俊波打趣说，“城
建没你出马，恐怕不成。”

“书记大人这么高抬我，我哪里还有退路，只
能试试喽。”许绍卫哭笑不得。分手时，两人长时
间地握了手。

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个广场、第一座双向
四车道的桥、第一个红绿灯、第一条斑马线……

“过去县城的河上，几年建不起一座桥，俊波来了
后，当年就干了5座，县里一年大变样。”魏万进
说，“他做人很低调，做事却十分高调。”

“组织派我来，不是让我来过渡的，是让我来
干事的。”廖俊波喊出了一句十分提神的口号
——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

4年后，政和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
十佳”，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3万多贫困人口
摘掉帽子。政和干部的腰杆变硬了，说话声音变
大了，在省市召开的会议上，也开始“抢话筒”、介
绍经验了。

2015年6月，廖俊波光荣当选“全国优秀县
委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会见。

与时间赛跑
开发区，好像与廖俊波有着不解之缘。
大的任务有两次，一次是2007年，从市政府

副秘书长任上，调任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主
任；另一次是2015年10月，在副市长任上，主抓
武夷新区规划建设。

荣华山，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历史上
曾是入闽商路要冲。

廖俊波是浦城人，熟悉人情地理。但环顾一
片荒山野岭，再掂掂手里的6个人、1台车和2000
万元启动资金，难免让人泄气。

大家都清楚，落后地区建开发区，不是什么
好工作，其中一个难处，就是招商，得到处求人。
南平是山区，除了生态好，没别的优势。

荣华山离南平市都有 3 小时车程，外出招
商，光赶路就让人吃不消。

可廖俊波不怕，他好像喜欢求人和赶路。
时间过去快10年了，廖俊波当时的副手刘晖

明，仍难忘创业的艰辛，难忘廖俊波那股“疯劲”。
“那可是没白没黑地干啊！连着4个春节假

期，全都用来招商。”刘晖明说，“俊波父母就住在
另一个乡，离荣华山18公里，4年中，他就回去探
望过一次。”

4年下来，那台越野车跑了36万多公里，平
均每天超过240公里。

荣华山岁月，至今让刘晖明激动：“光从浙江
引来的轻纺园，产值就有30个亿。”

“我和俊波，比亲兄弟还亲。现在一想起他，
心里就痛。”刘晖明一边说，一边拭泪。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告诉记者，廖俊波工作过
的岗位，都是任务最重、困难最大、问题最多、矛
盾最复杂的，市里对他很信任。

担任副市长后，组织上安排廖俊波主抓武夷
新区建设。

南平市区，沿河谷而建，发展空间局促。经
国家批准，在北边调整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夷
新区，并且要把政务中心也搬过去。

虽然戴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光环，但廖
俊波又干起了招商的活儿，开始到处求人。

他对同事说，招商没什么秘诀，说穿了就是
几句话，“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
心用心”。

有外地客商来，他必亲自赶到车站、机场迎
送，亲自陪同、讲解、考察。刘晖明说：“他向来这
样，就连投资商的父母生病，都要我们带着去医
院，挂号、找医生的事全包。”

“咱们是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千百个理
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够。”廖俊波经常
念叨。

遇到符合产业规划的高科技项目，他日思夜
想，号称要“跪地求婚”。

在他生命的最后45天，有22个晚上在开会，
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最近的一次，3
天跑4个省，去了6家公司拜访。

驾驶员林军跟随廖俊波多年，他在车上长期
备着“四件套”——衣服、雨鞋、雨伞和被子。那
床被子，开车时廖俊波用，停车时林军用。

“领导，您不觉得累吗？”林军问。
廖俊波的解释是：带孩子够辛苦吧，但父母

为何乐在其中呢？因为信念！人有信念，就不会
觉得累。

如今已任政和县委书记的黄爱华，当年曾向廖
俊波诉说过工作太多、时间不够，廖俊波劝导她：“事
情总是越做越多的嘛。不做事，那才会没事呢。”

“肝胆”——他的农民朋友
“肝胆”一词，福建人常用来称呼最知心、最

可敬的朋友，近乎大家常说的“铁哥们”。
廖俊波的“肝胆”很多，一位叫刁桂华，农民

企业家。
几年前，拍下了新厂房土地后，因遭人构陷，

她被异地拘押，土地出让金交不了，后来光滞纳
金就需要上百万元，企业陷入生死之劫。

仅有小学文化的她，几年来到处上访、哭诉，
甚至“拦轿喊冤”“见官下跪”……

去年4月，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悄悄指点她，
等廖副市长接访那天，你再来。

刁桂华将信将疑，如期来到接访地点，第一
次见到了廖俊波。

廖俊波听完情况后，微笑着说：“今天后面还
有人等着。这样，你留下材料和联系电话，咱们
改天详细谈。”

一个星期过去，刁桂华以为，这次又是一场空。
然而，周六早上7点，手机铃声响了。

“刁总，请问你今天有空吗？能不能到我办
公室来一趟？”手机那头，传来廖俊波的声音。

路上堵车，车又坏了，刁桂华迟到了，下午1
点多才赶到。

由于心急，加上虚弱，她在市政府办公楼的
楼道里摔了一跤，小腿上蹭出几道血印子。

廖俊波闻声出门，把她扶进办公室坐下。然
后，拿毛巾蘸上热水，为她擦拭伤口。

“不要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看着弯腰低头的副市长，刁桂华眼泪夺眶而出。

“真是老天开眼啊，让我碰上了好官！”刁桂
华说，“我这些年被欺负、被冷落、被歧视，叫天天
不应，叫地地不灵，终于有人听了。”

刁桂华一边哭一边说，廖俊波一边问一边
记，满满写了3页纸。最后，廖俊波递给她一张
名片说：“再苦的经历，都会翻过去。你现在要专
心把企业做好，把自己变强，以后的日子还很
长。你的困难，咱一起想办法解决。”

几天后，刁桂华正在旧厂房里忙碌，廖俊波
又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看看。

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下着大雨。廖俊波
一个人打车找了过来。没带伞，下车后用手遮着
头，一溜小跑，进了车间。

他把工厂转了个遍，像兄长一样，和刁桂华
谈起了办厂之道。

“你做麦芽汁饮料，芽的根部可以留长一点”
“生产线离锅炉太近”“这厂房确实小了”……

“我知道有家饮料企业，设备是新的，但没有
订单，你们合作好不好？”廖俊波立即打电话联系。

刁桂华告诉员工：“这是咱们市里的副市长，
我们的事有救了！”

等廖俊波一走，员工就说：“你唬人吧！哪有
这样的市长，连个车和跟班的都没有？”

再过几天，刁桂华又接到电话：“桂华，新厂
房滞纳金不用缴了。”廖俊波的声音，兴高采烈。

“俊波市长可是我的贵人啊！我听他的话，
不纠结过去，努力做到格局要大。”刁桂华说，她
的产品现在卖到了南非、东南亚，年销售额3亿
元，下一个主攻市场是美国。

冤情洗清了，新厂也有着落了，今年春节，刁

桂华想给廖俊波送一只土番鸭，表表心意。但廖
俊波笑着谢绝了：“桂华，等你新厂开工，舀一瓢
热的麦芽汁给我尝尝就行了。”

天不遂人愿，廖俊波没有等到这一天。如今
留给刁桂华的，是无尽的怀念……

另一位“肝胆”叫袁云机，也是农村妇女。
政和县石圳自然村，明清时是内河码头，舟

楫往来，商客云集。虽然从一些老房子上，依稀
还能看出点当年的风光，但颓败之态，连村民自
己都觉得抬不起头。

2013年，袁云机带着村里9位姐妹，在家人
和村里老党员的支持下，花了3个多月，清走500
多车垃圾，开始改变“垃圾村”的环境。

这事传到县委书记廖俊波耳朵里，他立即赶
来调查。然后，对着袁云机她们竖起大拇指：“你
们这帮姐妹，了不起啊！干了一件大好事。”

他接着说，村子干净只是第一步，还要“绿起
来、活起来、游起来”。“到那时，男人们就都跑回
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县里支持你们，咱把旅游经济搞起来。”廖
俊波说，“赚钱的事你们干，不赚钱的事政府干。”

很快，石圳村完善了基础设施，房子翻修一
新，引进了3家旅游企业。古樟古巷，小桥流水，
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茶小镇”。作为政和县首批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
客3万多人次。

廖俊波经常来，有时会带客商来，并拿着话
筒，当起导游。见到袁云机，老是开玩笑：“云机
啊，又变漂亮了！”

“他不是官，他是我老大哥，是和我们农民坐
一条板凳的人。”袁云机说。

林小华，曾任邵武市委书记，如今已退休。
他是廖俊波从中学教师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后来
成为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引路人。听说记者在南
平采访，专程从上海赶回，找到记者。

“现在人们总说政治资源，而俊波的政治资
源就是老百姓，是群众的口碑！他对老百姓的
爱，那是真爱。”

廖俊波出殡那天，送别的人群，将前后数十
里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告别仪式上，吊唁的
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
泪如雨下。“花圈就摆了1500多个。这些花圈，
大多是人们自发送的啊。”林小华说。

老百姓的泪水和怀念，是对一位好干部的最
好祭奠。

是清水，就是透亮的
廖俊波之所以急着在南平买房，是因为他在

市里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协调、
联系城建工作。

他跟妻子林莉说，这工作有风险，会有开发
商来“围猎”。“咱有房，就可以一句话打发他们，
也不会招人议论。”

钱不够，就买套二手旧房吧。还是不够，把
邵武的房子卖了，再找家人凑了些钱。

廖俊波多次和林莉说，咱清清白白做人，就
可以安安稳稳睡觉。

荣华山产业组团，一开始就有 4000 亩土地
“三通一平”，工程很多，建设方负责人郑建华说，
廖俊波没有介绍过一个熟人或亲戚来承包。

“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搞工程，你们马
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廖俊波走到哪
里，都这样强调。

他和客商之间很“清”，到什么程度呢？南平
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强说，曾有一位很熟的外
地客商拎了一盒海产品来看他，廖俊波一直追到
电梯口，坚决退回，并说“你来找我，咱是朋友；你
提着东西来，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利益
关系，这就把朋友看轻了”。

廖俊波相貌俊朗，注重仪表，整齐干净，给人
的印象清清爽爽、精神抖擞。到政和上任时，带
了两样东西，一个行李箱，一块熨衣板。

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廖俊波想穿上新
皮鞋，去北京接受表彰。在网上找到一双浙江产
的鞋后，就把链接发给一位做电商的“80 后”客
商张斌，请他代买，因为没有支付宝。

几天后货到了，张斌给他送过去。廖俊波
说：“电商真是好啊，哪里的东西都能买到。”说
完，把368元塞到张斌手里。

“廖书记，我经济条件还可以，不就一双皮鞋
嘛，我本来就想送您的。”张斌说。

“这怎么可以？收了鞋，咱就不像朋友了。”
廖俊波调侃道，“辛苦费我就赖了啊。”

他也不是什么礼都不收，得分人。
一次，政和街头一位卖小吃的老人找到廖俊

波办公室，手里提着一篮“东平小饹”，正冒着热
气。“廖书记啊，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小吃，您工
作辛苦了，尝尝吧！”

“这我得收下！谢谢老人家了！”说完，当着
同事的面，带头吃了起来。

回点什么礼呢？调离政和前，他在办公室里
寻来寻去，眼睛扫到了一双雨鞋，自己只穿过一
两次，觉得比较合适，就跑到街上送给了老人。

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勇，过去在邵武
市当过书记，是廖俊波的老上级。今年春，廖俊波
有次开会，约摸10点钟的样子会就散了。他闯进
老上级的办公室，看到武勇吃剩的几块饼干，撕开
就往嘴里塞。“老哥，早上太忙，还没吃早饭呢。”

后来武勇拿了两盒饼干，让人送了过去。廖
俊波收下了。吃了一大半，剩下的，至今还放在
新区办公室的书柜里。

武勇介绍，南平搞“百日攻坚”，廖俊波挂帅的
项目有几十项，想想都受不了。他心疼廖俊波，后
来答应挂帅养老项目，想为廖俊波分担一点点。

记者问武勇：“依你看，廖俊波是不是不近人
情呢？是不是得罪过很多人？”

“大家都知道他是这种人，从不拉拉扯扯，三句
话不离工作。”武勇说，“连我找他办点事，他都会拿
原则直截了当拒绝，别人的面子更别谈了。时间一
长，大家也就理解他了，会觉得自己境界不如他。”

罗志坚是南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此前曾任
省委组织部二处处长，对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比较
熟。廖俊波是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两人自然更熟。

罗志坚说：“我干组织工作多年，人见多了，像
廖俊波这样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干部，不多见。
他称得上是‘阳光干部’，通体透亮，没有杂质。”

远方，有更美的风景
微笑是廖俊波的招牌。但有一次，他收起了

惯常的笑容。
那是2014年，去福建东山，学习谷文昌事迹

回来。
他跟政和的同志说：“一名县委书记，身后能受

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我问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他的日记里，记下了那次参观的感受——

“当地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习俗，确实在
心灵上受到震撼。”“如果把我放到东山那么艰苦
的条件下，我有没有毅力坚持14年？”

廖俊波的表情，还严肃过一回。
那年“七一”前夕，在北京接受表彰的那天。
当时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罗志坚，一早在

驻地碰上了廖俊波，刚想说句祝贺的话，就被他
打断了。

“志坚，昨晚我没睡着。”廖俊波极其认真地
说，“优秀县委书记这个称号太重了，我生怕辜负
了党，辜负了老百姓。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工
作，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俊波总是为别人着想。”魏万进告诉记者，省
委统战系统曾支持政和一辆新车，廖俊波坚持给魏
万进用，而他自己经常跑长途，坚持坐一辆旧车。

有一天快下班，政和一中校长魏明彦接到了
廖俊波的电话，说想要一张全县乡镇干部子女的
期末考试成绩单。拿到手后，廖俊波仔细审看，
对几位成绩差的，详细询问了情况。

他紧紧握着魏校长的手说：“明彦同志，县里的
乡镇干部，现在都扑在一线，他们顾不上关心孩子
的学习，就请您和老师们多费心！我拜托了……”

在荣华山时，刘晖明曾提出希望调回市里，
原因是家里有好几位病人。知道情况后，廖俊波
眼圈红了，对刘晖明说：“老哥，这几年苦了你啦，
是我官僚主义。我一定努力去办这件事！”

廖俊波从不向领导提自己的事，但刘晖明的
事，他找了市领导好多次。事情办成后，廖俊波发
了一条短信：“老哥，工作要拼，家里也别落下啊！”

在政和工作后期，随着建设步伐加快，需要
再征土地。有人劝他，眼看就要换届，你可能调
走，犯不着介入矛盾。

廖俊波说：“爱华是位女同志，干征地的事会
很难，我这人冲锋陷阵惯了，把这事干下来，后面
的人就轻松点。我这不还没走吗？”

黄爱华介绍，廖俊波就欣赏实干的人，有两种
人他是看不上的，一是闹不团结的，二是不干事的。

他对干部的爱护，表现在严格要求，定出很
高的工作标准。特别是注重抓政治学习。为推
进武夷新区廉政建设，廖俊波主动找到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陈熙满，邀请他去上党课。

他对干部的培养，表现在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廖俊波的同事，都说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和

力，从不发火，从不训人；也有一种特别的感染
力，很喜欢看他上台作演示，在投影面前，他声情
并茂、豪情万丈，让人激动。

廖俊波外出招商、汇报工作，经常要带上各
种图纸。后来图纸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让身
体壮实的新区干部熊华强背着。

熊华强说，这些图纸，都是廖市长的心血。
“做规划，我们眼光可能不够，但要穷尽我们

这一代人的智慧。要不留遗憾，不给子孙后代留
麻烦。”廖俊波说。

第一眼看到武夷新区软件园初步设计方案，
他就觉得有问题。“闽北是山区，为何要推成一马平
川？造价高，还把生态优势给抹了。”后来，这个由
大城市著名团队设计的方案，被否决了。现在的软
件园，园中有山，山间有路，还省下4000万元投资。

……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

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往远方看，就能看到
更大的风景。”在日记里，廖俊波留下了这段诗意
的独白。

他的远方，就是闽北的这片热土。
尾 声

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他的微信名，为何
叫“樵夫”？

记者问过好多人，找不到确切答案。
有人说，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四处开山

辟路；
有人说，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为人们

送去温暖；
有人说，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樵夫，做

一个大山之子……
无论哪一种，这位辛劳一生的“樵夫”，永远

离开了我们，在闽北桐花盛开的季节，带着他无
限的爱和无限的忠诚……

唯有初心不忘
——追记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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