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6 月 3 日，一个平常人眼中
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一个过去了就会被
许多人很快忘记的日子。可对何花云来
说，这个日子却永生难忘。

这天上午， 她突然感到有些头晕。
开始，她还以为是这几天过于劳累的缘
故，谁知午饭后刚刚走出餐厅，她又感
到肋骨部位一阵难忍的剧痛。尽管感到
情况明显不同以往， 但她却没有声张。
她浑身颤抖着坚持到下午两点半上班，
直到向相关人员交代完工作安排，才悄
悄独自前往医院检查。

在医院， 医生先为她进行了 X 光
透视，发现其肺部已呈蛛网状，初步判
断是“胸膜炎”。 可是，随着肺部 CT 扫
描结果出来，医生却沉默了。 医生的职
责使他不能不告诉病人结果，可医生对
待该类病人的经验告诉他，一旦直言相
告， 又很少有人能够承受住如此打击，
许多时候甚至会加快病人死亡。

面对何花云急切探寻的目光，医生
感到这个病人似乎有些特别。他犹豫再
三，终于隐晦地说了一句：“你患的可能
是肺 CA 晚期 。 ”尽管不知 “CA”为何
物，但“晚期”二字立即使她联想到一个
可怕的字眼。

“是癌症晚期吗？ ”
医生沉默片刻，默默点了点头。
“我不相信！ ”
“你不相信，可以到长沙医院去复

查。 ”
她连夜叫回在外地工作的丈夫。长

沙一著名医院的医生经过仔细复诊检
查，最后沉静而明确地告诉他们：“回去
吧，从检查结果看，已经是晚期并扩散
了， 你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没有机会了。 尽管最后确诊还需做活
检，但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正常情况下，
病人还有 3 个月时间。 ”

医生尽量使语调显得轻柔，可在他
们夫妻听来，却如晴天霹雳。

难道老天就这样对自己不公？难道
自己宝贵的生命就这样突然进入了倒
计时？ 在医生话音刚落的片刻之间，震
惊、沮丧、绝望等等念头就如恶浪一般
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她的心，就如恶魔
一般一爪一爪地撕裂着她的心———只
有 3 个月了，我能做什么？ 自己才调到
一分局一个月，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冲
刺“双过半”，难道自己却要离开岗位？
如果自己走了，女儿怎么办，丈夫怎么
办，双方年迈的双亲又怎么办……

最初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但经历
了最初巨大冲击之后，生性坚强的何花
云在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不同”。她
一边强迫自己一定要冷静下来，一边快
速思考着现在怎么办……谁知终于冷
静下来的她，却做出了一个令身边手足
无措的丈夫意想不到的决定： 不化疗，
病情对所有人严格保密， 回去继续上
班。

她的目光坚定而恳切。 这目光，使
悲痛之极的丈夫无法直视， 这目光，使
深知妻子的他只能选择无奈地“服从”。

何花云尽量不露声色地回到办公
室， 但骤然憔悴的面容很快 “出卖”了
她。 于是，同事们纷纷到办公室来探望
她，劝她还是休息几天。每当这时，她都
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我患的胸膜炎，没
事，不影响工作”。

何花云尽量使
自 己 表 面 显 得 平
静 ， 但只有自己知

道，平静背后却是炼狱般的
日子。在之后的 3 个月里，持续的低烧，
使她全身乏力，每爬一步楼梯就要停下
来喘一口气，体重也在短时间内从 120
斤迅速减少到 98 斤。有一天晚上，本来
一直低烧的她，却突然高烧到 39 度，直
烧得全身打颤，呼吸困难，最后两眼一
黑昏了过去。守护在身边的丈夫急得直
掉眼泪， 使劲地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
“老婆，你可得挺住了，你答应过我要白
头到老过一辈子呀！ ”

那段日子， 似乎死神每天都在招
手， 但她还是坚决拒绝为自己倒计时，
强迫自己一定要像“正常人”一样工作。
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输
液补充能量，然后回局里正常上班。 她
咬牙坚持着，居然没有请一天假。

她告诉笔者，她坚持着。 不仅是因
为对工作的热爱，也不仅是出于工作的
责任， 同时也是基于她对生命的认识。
她认为， 病魔就像一个强大的敌人，直
面相对时决不能退，此时最需要的就是
调动所有机能提起一口气，这口气决不
能松，更不能散，散了就会一败涂地。

看到妻子身处险境却如此坚强，身
为中医大夫的丈夫， 尽管心急如焚，却
也勇气倍增，发誓要凭一己之力全力挽
救妻子的生命。 他翻遍医书，又结合自
己的行医经验， 试着开出一张张处方，
煎制成汤药，看她服后的反应，又一步
步调整……夫妻二人互相鼓励，拼尽全
力与死神展开了一场拔河赛，尽管他们
不知道有多少胜算。

在这场悲壮激烈的拔河赛中，妻子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坚持着，
丈夫凭着扎实的中医知识和对妻子的
爱坚守着……

医生宣判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又一
天天过去。 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
六个月后， 何花云的病情有了明显好
转。这样的结果，使原来给她诊断、现在
又给她复查的医生一脸茫然，而何花云
的丈夫却就此获得了新的医学感悟，并
正在造福其他病人。

“对于是否生病我无法选择，但如
何对待生病我却可以选择。 如果当时选
择到肿瘤医院治疗，在常规的治疗手段
下，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在死亡线上走
了一遭的何花云，这样“总结”康复体会。

经历了那段非常的日子，何花云现
在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常态。但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无论在办公室还是
出差，她的手上总是少不了一个矿泉水
瓶，那里面是丈夫每天必定煎制好为她
带上的中药，为的是巩固疗效。

看见她如今依然风风火火的样子，
一些好心人也不时提醒她：“悠着点，不
要太累， 也许你身上还藏有定时炸弹
呢。”每当这时，她总是平静地笑笑：“现
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健康并工作着。对
我来说， 能够每天出现在自己的岗位
上，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

从长沙回到醴陵后的半年时间里，
熟悉她的人尽管知道她身体不好，但都

相信她只是患了较严重的
“胸膜炎”。 直到有一天一
个医生说漏了嘴， 一个认

识何花云的人又把 “何局长患癌症”的
消息传到税务局，大家才大吃一惊。

于是， 醴陵市地税局的领导来了，
株洲市地税局的领导来了， 朋友来了，
亲戚来了……看着她疲惫的样子，大家
希望她脱离一线好好休息， 可都被拒
绝。 她恳切地对上级领导说，谢谢你们
的关心，你们看我现在好多了。 她接着
又说， 只有工作时我才会忘记病痛，工
作才是我治病的“良药”。

所有人都感到，工作已经融入了她
的生命之中，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于是，大家只好一再叮嘱她注
意劳逸结合，千万不要过于劳累。

然而，在何花云这里，“劳逸”之间
永远没有清晰的界线。 在 2009 年 6 月
之后生死未卜的那段日子，她同样一天
不缺地到办公室上班。 那时，身体极度
虚弱的她， 连直起腰板的气力也没有，
甚至没有气力说出一句连贯的话。即便
如此， 她仍然坚持与大家商量具体工
作，有时候实在没有气力说话了，她就
静静地勉强坐着倾听，然后用微微的点
头和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她知道，压在自己肩头的是“为国
聚财，为民收税”的千钧重担———

她所领导的一分局，承担着醴陵市
范围内建安、涉外企业及城区 2 个街道
办事处、 北片 6 个乡镇的 843 户企业、
3800 余户个体工商户的地方税收征管
工作 ， 税收指标占全市地税任务的
70%，而税务管理人员仅有 38 人。

事情就是这样不巧。 她 2009 年 5
月才调到一分局，6 月份就查出患有重
病，而此时一分局恰恰又面临“双过半”
的严峻任务。醴陵市局年度任务 3 个多
亿，一分局就占了 2 个亿。 税收任务高
基数、高增长、征管点多面广线长等一
道道现实难题， 就如大山一般横亘面
前。 18 岁就参加税务工作，先后担任过
税务所会计、税收管理员、征管科科员
和副科长的她， 当然知道难度有多大，
但她不会后退。

拖着病躯，她在分局开始积极推行
劳动竞赛，制作流动红旗，要求每一位
干部的申报率、 入库率都要张榜公示，
并根据日公示、月小结、季考核的结果，
用红旗和绿旗来分别表示合格和不合
格。她通过这些措施营造出浓厚的竞争
氛围，使分局干部中出现了“人人争当
先进”的喜人局面。 2009 年，一分局圆
满完成任务；2010 年，一分局又组织入
库地方税收 3.1 亿元 ， 同比增长 46%
多 ；2011 年 ， 入库税收总量更是达到
6.79 亿元的新高。 税务一分局，撑起了
醴陵地税收入的大半壁江山。

负重前行，忘我工作，确乎成了她
工作的常态。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生
活中的她，许多年来也承受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重负。

年轻时爱好文学的浪漫，使她和现
在的丈夫相识相知。但“浪漫”的代价却
是结婚后两人一直两地分居。丈夫一直
在绥宁县一家乡镇卫生院工作，家庭的
重担只能由她为主承担。为了孝顺公公
婆婆，她二话不说将二老从绥宁乡下接
到醴陵城里。 为了使老人适应城里生
活，她以极大的耐心，从教老人如何烧
煤、烧液化气、用高压锅这样的小事做
起，再慢慢引导老人适应陌生的生活环
境，不至感到孤独。

无微不至的关心，使老人拥有了幸
福的晚年，却也无意间给她自己增添了
不少“幸福的烦恼”：她不出面劝说，公
公生病就不肯住院；她不陪同“参谋”，
婆婆就不愿买新衣裳。而同样如此依赖
她的不仅有公公婆婆，还有她自己同住
一城的爸爸妈妈。逐渐悉知这些内情的
人都说，实在无法想象，这中间她要克
服多少困难。

但困难归困难，她却从来没有向组
织提出过要求。她不是没有机会利用自
己的权力解决一下丈夫的调动问题，她

也不是没有产生过 “想想特别办法”把
丈夫调到醴陵的冲动， 但转眼多年过
去， 直到 2010 年她丈夫还在绥宁。 幸
好，转机终于出现。 在这一年的一次走
访中，市委一名主要领导知道她的家庭
情况后非常感动，连说市里对不住她这
个“税收功臣”，于是亲自关照她丈夫的
调动，才终于使她一家得以团聚。

无法减轻的工作压力，无法排解的
生活重负， 往往会使一些人变得急躁，
甚至变得粗暴。 但从坎坷中一路走来、
在别人看来“最有理由”变得暴躁的何
花云，却显得非常平和、豁达和温馨。

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她曾无意间谈
起一桩被部下顶撞的往事。 但令人“不
解”的是，谈起此事时，她不仅没有丝毫
不快，反而显得有些“津津乐道”。 见笔
者一脸疑惑，她淡淡一笑：“那个女税管
员是搞电脑信息采集的， 水平比我高，
那次是我不了解情况， 她顶撞得有道
理。 ”

2011 年 1、2 月份，一分局个体组有
两人申报率未达标， 各得了一面绿旗，
一时精神压力非常大。 谁知，当他们心
怀忐忑准备接受批评的时候，何局长却
一脸微笑来到他们办公室。一句批评的
话没有，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们是
可以做得更好的。 ” 两人微微一怔，随
之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何局长一转
身，两人便铆足了劲，以后每个月夺到
手的都是红旗。

“她很少批评人”，这是醴陵地税一
分局同志对她的一致评价。而何花云也
坦承：“这些年，我只记得有两次正面批
评过人。 ”

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境界。
她用这种独特的“柔性管理”方式，

践行着地税系统“服务科学发展，共建
和谐税收”的工作主题，调动起分局干
部昂扬的斗志，激发出分局干部最大的
潜能。

在何花云的记忆深处，一直珍藏着
一个关于“10 元税钱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她参加工作后
不久，一次下乡征收农林特产税和屠宰
税， 一个做小生意的 70 多岁的老人得
知他们是税务局的， 竟然执意要交 10
元税钱。 由于老人不在这次收税的范
围，她们不肯收，但老人不依：“现在党
的政策好， 我们赚了钱就应该交税，为
国家作点贡献。 ”

拗不过老人的一片赤诚，何花云他
们只好郑重开出 10 元税票。

转眼近 30 年过去 ， 那个可敬的
“爱国老人 ”可能早已作古 ，当时的同
行也许早就淡忘此事， 但那小小的一
幕却在何花云心里留下永久的印象 。
也就是从那时起，“兢兢业业、 本本分
分、清清白白收税”成了她决心一生坚

守的行为准则。
一次，一位熟人将一个装有现金的

信封送到她的办公室， 执意要她收下。
这个熟人是受一位房地产商之托，请她
“关照关照”的。得知来历，她想都没想，
立即按这笔钱的数额开好税票，交给熟
人带给那个地产商。 看她如此决绝，这
位“熟人”也只能尴尬地笑笑，拿着礼金
换来的税票诺诺推出。

还有一次，一位企业财务负责人凭
借“同学”关系，向她提出一个特别的请
求：“调换一下管这片的税管员。 ”她答
应了解情况再说。 但了解的情况却是，
这位税管员工作作风严谨，从不接受企
业“吃请送礼”。这个企业觉得这个税管
员难以接近，自己很难得到照顾，于是
就想托关系把她调离。这个税务员是个
好同志呀，何花云想。 “调换”请求自然
被拒绝，“很没面子”的老同学，从此也
与她形同陌路。

近日， 为了了解何花云的事迹，笔
者还专门采访了一个在醴陵投资的房
地产老板。

提到何花云局长，这个老板说起一
件往事。 2009 年夏天，他在醴陵开发出
一个楼盘。 一天，当他来到售楼部门口
时， 却突然看见何花云与她女儿出来，
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母女两人就走远
了。 他赶紧走进售楼部查询，得知原来
是何局长刚刚带女儿交了购房订金。何
局长要买房怎么不告诉自己呢，他本能
地想拨通她的电话，意欲主动提出“关
照”一下，但他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这
个念头。他知道，凭何局长平时的为人，
打这样的电话只能是徒劳。

他后来得知，这时的何花云正面对
凶险的病情， 她是怕自己万一出现意
外，才下决心给女儿买套小房子，以尽
一个母亲最后的义务，同时也为自己了
一个最后的心愿。 直到今天，提起这件
事， 他的情绪还十分激动：“那个时候，
可能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到了最后时刻，
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想到利用职权为

自己谋点私利， 这真的使我们很敬佩。
每想起这事，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

他告诉笔者，何花云其实与他们的
企业关系很“密切”。 一次，楼盘的下水
道堵了，是她协调当地居委会支持解决
的；又一次，企业要求调整所得税征收
方式，她实地调查了解后，反复向上级
部门反映，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公司在
市里开有一个酒店，何花云在此接待客
人时，总是像“自己人”一样指指点点。
又一次， 她十分郑重地给酒店提建议，
酒店人员见到客人，一定都要微笑着打
招呼， 不管你是服务员还是清洁工，都
是酒店的主人呀。 这个建议被酒店接
受，如今已经成为该酒店享誉全城的文
明服务品牌。

她常对纳税户说：“政策上能过得
去的，我会替你去争取；政策上过不了
关的，我不能拿饭碗当儿戏；经营上有
问题，我能解决的一定帮忙。 ”

一次， 分局辖区一个纸箱厂老板
告诉她，厂里订单多，准备征地再建一
条生产线。 她听后觉得不踏实，回分局
后立即打开自己的信息网， 了解全市
主要陶瓷企业纸箱需求情况和纸箱生
产企业的产能。 她经过反复计算，得出
了投资前景不乐观的结论， 并建议那
个纸箱厂暂时不要新建生产线。 半年
后，金融危机爆发，这家企业成功规避
了投资风险。

就是这样，在醴陵地税一分局，“忠
诚奉献 、公正勤廉 、求是创新 、兴税报
国”的地税精神，被何花云细化为了“守
得住清贫，顶得住压力，经得住考验，挡
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五条纪律。

就是这样， 凭着这份对工作的执
着，对清贫的坚守，何花云连续 11 年被
株洲市地税局评为 “优秀公务员”、“优
秀共产党员”， 并一次被省地税局记二
等功，三次被株洲市地税局记三等功。

一个强者不在于他能够压倒一切，
而在于不被一切所压倒。

从风雨中走来，她无愧于“强者”的
桂冠。

在负重中前行，她无愧于“优秀”的
赞誉。

她用无比坚定的信念，无所畏惧的
抗争，为自己的人生镀上了一层亮丽的
色彩。

她用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一个人
民税官的忠诚，顽强绽放出绚烂的生命
之花……

———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醴陵市地税局一分局局长何花云

特约撰稿 周怀立 李文峰

不要说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只是选择了如何
对待生命。

———何花云

2012 年 4 月 23 日，株洲。
“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如期举行。 报告台

上，一名女税务干部的报告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站在报告台上，她就那么质朴地说着，动情处释放出爽朗的笑

声；她就那么温暖地笑着，笑容里闪烁出明亮的光泽。 温婉而豪放，
质朴而热烈，不知不觉中，在场的人都感到已经被她的“磁场”所吸
引，被她的情绪所感染。

此刻，望着眼前这个精神饱满的报告人，谁能相信，她竟然是
一个三年前被医生“宣判”只能活三个月的病人。

她就是今年 48 岁的醴陵市地税局一分局局长何花云，一个用
信念和意志创造了生命奇迹的人。

“奇迹这个词已经被许多人用滥了。 所以，不要说我创造了生
命的奇迹，我只是选择了如何对待生命。 人活着，不能只是无奈地
等待死亡，而要使有限的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在随后的
采访中，何花云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3 年来，她就是这样一面承受
着生死的考验，一面绽放着生命的光彩。 她用坚强的意志坚守着自
己的信念，她用骄人的业绩证明着自己的信念———

2011 年， 她领导的醴陵地税一分局组织入库税收总量达到
6.79 亿元，撑起了醴陵地税收入的大半壁江山，并继续荣获全国
妇联“三八红旗集体”、省妇联“巾帼文明岗”、全省地税系统“文明
单位”和“依法办事示范窗口”等荣誉称号，她自己也荣获全省“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对于是否
生 病 我 无 法 选
择， 但如何对待
生病我却可以选
择。 ”

“我乐意做
纳 税 户 的

贴心人， 决不做
向纳税户伸手的
受益人。 ”

●2012 年 2 月 24 日，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兴胜与受到省委、省政府
表彰的地税系统何花云（左二）等“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获奖代表亲切座
谈并合影留念。

●何花云 （前） 经常带领分局同志到贫困乡慰问孤寡老
人。 图为他们带着慰问品行走在乡村小路上。 ●何花云（中）在纳税户经营场所现场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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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何花云。

“我感谢这份
工作，也格外珍惜
这份工作，珍惜这
个岗位。 ”

（本版图片由株洲市地税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