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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王新法
扶贫路上续辉煌

周德睿

高尚的信仰， 是净化灵魂的甘露， 是催人奋进的动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
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王新法同志退休
后来到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义务扶贫，克服地理偏僻、条
件艰苦、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最后
累倒在扶贫岗位上。在王新法的身上，生动地诠释和展示
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追求， 彰显了共产党人以造福广
大人民群众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伟大信仰。我们学习王新法，就要像他那样，鼓起信
仰之帆。

信仰是共产党人根植血脉的红色基因。 在我们党走过
的近百年风云变幻中，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用热血和奉献
践行着自己的誓言、追求着远大的理想，写下了气壮山河的
精神史诗，铸就了光耀史册的辉煌成就。今天，我们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就是要不忘党的红色历史，弘扬党的红色精
神，传承党的红色基因。王新法同志到薛家村后，了解到80
多年前， 贺龙元帅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被敌
保安团偷袭，为掩护部队突围，红四军一个连与敌人战斗，
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退至薛家村六塔山绝壁顶上，68人
舍身跳崖，壮烈牺牲。当年乡亲们在六塔山谷底找到红军战
士遗体，偷偷掩埋在了村里的5个地方。王新法被先烈们的
英勇事迹深深震撼， 强烈的党性意识和铁血的军人情怀促
使他“一定要请烈士回家”，他毫不犹豫拿出积蓄筹建六塔
山烈士陵园，将烈士遗骨集中安葬于此，并举办了“让烈士

回家”公祭活动，教育后人不忘红色革命历史。陵园取名
“山河圆”，正面书写着“祖国不会忘记”六个大字，喻义党
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壮烈牺牲的革
命先辈。

信仰是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自中国共产党诞生
之日起，就成为共产党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新法同志生
前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入党是一种信仰的话，
那么，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找到比共产主义更值得的信
仰”。他把信仰当作精神支柱、生命支撑。从军中保家卫国的
精忠士官，到警营热血义胆的治安卫士，再到背井离乡真情
扶贫的退休干部，人生每一步，他都信念如铁。正因为这份
信仰，所以他冲锋在前，一贯优秀。1969年，他应征入伍，从
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军区司令部训练处参谋，一身戎装、
满怀理想，在部队入团、入党，从士兵到干部，屡立战功，年
年都有表彰记录。转业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尽职尽责当
一名人民的守护者，同事说他是“拼命三郎”，在抓捕犯罪分
子的行动中，曾被掰断手指也不肯放手。他的妻子孙景华
嗔怪他，说他一股傻劲，做事一根筋，他却笑嘻嘻地说，你
就不能换一个好听的词儿吗？这叫信仰。坚定的信仰能够
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克服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正因为
这份信仰，即使他一度蒙冤，也对党绝对忠诚，从未怀疑
组织、怀疑党，始终坚信组织会证明他的清白。2012年10
月， 他恢复工作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组织补缴党
费。 妻子孙景华说：“他把共产党员的信仰和荣誉看得比
生命还重要，即使曾经陷入人生低谷，也从不抱怨，从来
都不曾动摇过”。

信仰是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 人类的美好理
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艰
苦奋斗。 信仰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 必须与实干结合起
来。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
作而空谈共产主义信仰， 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2013年，
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王新法退休在家本可安享晚年，但他
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石门县南北镇
薛家村地处湘鄂边界高山腹地，条件艰苦、发展落后、群众
很穷，正“合”他的心意。他毅然决然驻扎下来，真正俯下身
去，一身泥水开山砸石，肩挑背扛磨破皮肉，一干就是四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仅不要分文报酬，还将自己全部的积
蓄投入扶贫。四年来，有三个春节是和山区群众一起过的。
在他看来，帮助山区老百姓脱贫，就是党交给他的神圣使命
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就像一名战士一样冲锋陷阵，百折不
挠、毫不畏惧、从不退缩。他许下誓言：“戎装戍边，卫国保
家，解甲归田，富民强邦，精忠报国，作共和国的忠臣”。有人
问他，你吃自己的饭、花自己的钱、办群众的事，你图什么？
他这样回答：“共产党人就应该忠诚于自己的信仰， 忠诚于
党的事业，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在党和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人一旦
有了高尚的信仰，浮躁的心灵就有了熨帖，繁忙的工作就有
了目标， 人生的奋斗就有了意义。 王新法同志用坚定的信
仰，谱写了自己的人生华章，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作为在常德工作的党员干部，我们向王新法同志学习，传承
弘扬王新法精神， 就要始终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坚定不移
的精神追求，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立足实际、奋发作为，围
绕“一三五”的战略目标，深入推进新常德新创业，真正用党
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发展的兴旺指数、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沅澧大地上谱写好富饶美丽幸福新篇章。

（作者系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志群

“扶贫楷模”王新法同志，
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没有
任何杂质的忠诚、 对革命先烈
没有任何水分的虔诚、 对人民
群众没有任何虚假的至诚。王
新法同志是扶贫英雄， 是时代
楷模， 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面
镜子。 当前脱贫攻坚正处于啃
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
我们扶贫战线的同志， 要弘扬
楷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党的宗旨，发扬优良作风，激发
脱贫攻坚战新动力。

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 砥砺
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 王新法同
志是共产党人胸怀崇高信仰的
典范， 他用一生的奋斗和奉献
诠释了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
格。他在给妻子的书信中写道：
“如果我入党是一种信仰的话，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
到比共产党更值得信仰的信
仰”。他曾说过：“珠穆朗玛峰是
世界最高峰， 中国共产党是世
界上最伟大的党， 我最大的梦
想就是要自觉地报效祖国”。无
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他始终
咬定青山不动摇， 把党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和
最大的事业追求。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全国上下把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
民生工程来抓，“精准扶贫、不
落一人”，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
承诺。学习扶贫楷模精神，就是
要以王新法为榜样， 砥砺对党
忠诚的政治品格， 坚守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 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
齐意识，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可靠保证。

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 倾注
诚心诚意的为民情怀。“老百姓心
里有杆秤，不用多说什么，只有
让老百姓真正切身感受到党的
温暖， 我们才算尽到了应尽的
职责。” 王新法同志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顾修建
公路劈山炸石的险恶环境和村
民善意劝阻，带头书写“如果出
现不测，由我自己承担，绝不给他人添责”的生死
状。他生活朴素简单，与村民同吃同劳动，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被联名推举为“名誉村长”。经过多
年的扶贫开发，我省的贫困面有所缩小，贫困程
度有所减轻，但仍然是扶贫大省，全国15个重点
扶贫片区占了2个， 目前还有49个扶贫重点县、
5871个贫困村、331万贫困人口， 要在4年时间里
实现全部脱贫，平均每年需减贫近百万人，而且
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越往后脱贫难
度越大。同时，过来3年已经脱贫的352万贫困人
口还需要花大力气巩固防止返贫。学习扶贫楷模
精神，就是要深入学习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记人民是最大的靠山，把帮助贫困群众
摆脱贫困作为最光荣的政治使命扛在肩上，以民
苦为苦，以民忧为忧，焚膏继晷，真抓实干，兑现
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决不把脱贫攻坚的
历史重任留给后人。

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坚持求真务实的创新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
可能先富”。能否实现“先飞”“先富”，关键看干部
群众有没有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在一点上，王
新法做出了示范。我们学习扶贫楷模精神，既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又要练好“绣花功夫”精准干。要
务实创新抓源头，健全建档立卡动态调整机制，确
保扶贫对象更加精准。 要务实创新抓重点， 完善
“七个一批”模式做法，提高扶贫措施有效性。要务
实创新抓基础，着力解决基层组织力量不强、经济
功能薄弱、基础设施滞后、陈规陋习严重等问题，
提升贫困地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为百姓做事，不一定要身居高位，但一定
要身体力行。”王新法初到薛家村时，村民人均收
入刚到2000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拿
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干百姓的事，村民们信任
他、支持他。他带领村民披星戴月、披荆斩棘，修
建山路15公里，架桥6座，建好安全饮水源、1100
亩生态茶园、“山河圆” 烈士墓园和村民公墓，村
民人均收入增至6000元，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
步入省级文明村行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王新法知难而上、一往无前、艰苦奋斗
的精神， 激发了村民战胜贫穷的勇气和斗志，成
就了薛家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立下誓言，薛家
村一天不脱贫，一日不离开。如今薛家村脱贫了，
他却长眠在六塔山的“山河圆”。脱贫攻坚是一场
不能等、必须赢的大决战。要破除“等靠要”思想，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
贫”，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扶贫战线的同志要
勇挑重担、决不推诿，冲锋在前、决不缩头，不破
楼兰、决不收兵，奋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伟大业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系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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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
健体的根本保证。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我们要从讲政治的
高度，去学习践行他的政治信仰、政治本色和政治情怀，为
做合格共产党员、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探索有效方法与路径。

“四向”诠释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政治信仰
王新法特别讲政治，政治方向、人生志向、价值取向、工

作导向“四向”鲜明，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自己的政治信
仰， 用共产党人的真言真行体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政
治自觉。

坚持对党忠诚的政治方向。 王新法始终将正确政治方
向放在第一位，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灯不熄。工资还没补
发，他先就去交了党费。“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因
为我们是忠诚于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军人!”“至今没有发现
比共产党的信仰更值得信仰的信仰”，这是一个对党和人民
绝对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真实写照。

坚持高远的人生志向。王新法志存高远、目标远大，
退伍不褪色、退休不退岗。他将人生志向化作了献身扶
贫攻坚事业的人生目标，点亮了生活的灯塔，获得了力
量的源泉。正是这个奋进目标引领，他找到自己行为的
准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回报社会，他的人生充满了意
义。

坚持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王新法牢记自己的政治身
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的价值观， 以人民勤务员的态度积极投身党和人民的扶
贫攻坚事业，用宝贵生命践行“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的政治誓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王新法同志千里扶贫、
献身湘土，思路开阔、目的明确，工作务实、导向准确，他时
刻关心群众安危冷暖，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持以人
民群众为中心的干事创业的总方向， 为我们党在扶贫攻坚
的“赶考”路上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四为”彰显一个称职“名誉村长”的政治本色
王新法作为一个服务他乡的“名誉村长”，他的感人事

迹，反映了他为党担当、为国分忧、为民造福、为职尽责的
“四为”特质，是一个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生动体现。

为党担当扛起义务扶贫的大旗。 王新法多次说：“一个
党员，就是要有党员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体现了他的
担当精神。2013年退休后，他背井离乡来到湖南石门县薛家
村义务扶贫。他还带动一批志同道合的退役、现役军人、军
属和社会志愿者，成立“与民共富军人团队”，千方百计引领
村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
共产党人，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为国分忧积极立功第二故乡。“报效祖国， 都应该听党
指挥，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王新法把薛家村当作了
第二故乡， 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当地的脱贫攻坚事业
之中。一千多个日夜里，王新法和他的团队带领村民拓宽村
道10多公里，架设桥梁6座，劈山炸石修建山道5公里，把村
通组道路修到了30多户村民的家门口。 他带领乡亲们开发
生态茶园，通过兴办产业，成立农业科技公司等措施，使薛
家村群众成功走向致富的道路。

为民造福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追求。 王新法把改善民
生当作家事，把群众呼声、群众需求作为干事创业的第一信
号。在薛家村3年多时间，无论是修路、架桥、寻找水源，还是
从聘请专家传授技术到组织实施，从市场营销到打造品牌，
他无不亲力亲为，永远身先士卒。他还为薛家村制定详尽的
近远期发展计划，一步步去努力实现。

为职尽责竭尽全力当好“名誉村长”。王新法是始终干
在一线的“名誉村长”。他切实履职尽责，战天斗地挖穷根，
百折不挠改穷貌。他帮助乡亲们改变思想观念，千方百计引
领村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短短几年使薛家村人均年收入
由几百元上升到6000元。2016年薛家村顺利脱贫， 从省级

贫困村变为省级文明村，王新法本人也被评为“湖南省最美
扶贫人物”。

“四不”演绎一个追梦退休老兵的政治情怀
王新法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液， 灵魂和骨子里都透露

出共产党员的政治情怀，凝练成不忘初心、不求名利、不怕
艰辛、不计得失的“四不”时代精神。

不忘初心勇于担当。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雨，王新法始终
守住初心，践行诺言，将更多的心思和精力用在为人民服务
上。“我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相信我吗”，一句简单朴实的话
就充分体现了王新法在困境时履行承诺的责任与担当。

不求名利传递正能量。 王新法千里扶贫不图名、 不图
利，体现出一个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
动力和情感；体现出一名朴实退伍老兵淡泊名利、情系群众
的价值回归。3年多来，他用行动告诉大家：为什么来湖南扶
贫? 为什么又出钱又出力?�我们已看到了一个正能量的共
产党员给出的答案。

不怕艰辛埋头苦干。 王新法不改军人本色， 一身迷彩
服，一双半筒靴，手机铃声是冲锋号，每天以冲锋的姿势迈
向扶贫攻坚战场。他攻坚克难，百折不挠，事事身先士卒，
干事雷厉风行， 面对可能遇到的不测， 带头签名立生死
状。“我吃点苦，就是希望薛家村人今后不用再这么苦。我
拼着老命也要把薛家村建设好!” 他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
神感动天地。

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王新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个人生活
朴素简单，与村民同吃同劳动，却将64万元国家赔偿全部用
来扶贫修路； 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身边群众，3个春节都在
村里陪伴孤寡老人、特困户，但亏欠家人，3年多时间与家人
团聚还不到60天，甚至连女儿的婚礼都顾不上参加。这种舍
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与时代大爱， 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
党员学习。 （执笔：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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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扶贫楷模”王新法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为进一步阐释弘扬王新法高尚
品格，推动深入学习王新法精神，本报今天推出理论专题《学习王新法 扶贫路上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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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王新法 鼓起信仰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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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法异乡义务扶贫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 我们都经
历了从不可思议到深为敬佩的心理过程。 王新法的事迹看
似超出常理，实则遵循常情；所作所为虽简单平凡，却人格
境界崇高。如今，“王新法”不再仅仅是一个人名，更代表着
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一种践行
宗旨、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一种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战
斗精神，一种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价值追求。王新法精神，
处处体现出实践的品格、平凡的底色、崇高的力量，为我们
每个党员干部提供了学习和践行的榜样。

———以忠诚担当彰显党员本色。 王新法是一名共产党
员和退伍军人， 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和让村民脱贫致富的担
当，不远千里来到薛家村义务扶贫，用实际行动忠实地践行
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来乍到时，正是党员身份
和军人经历，让王新法在扶贫工作中颇有底气；当受到群众
误解时，他掷地有声地宣示：“我是共产党员！”对王新法来
说，这是庄严的宣言，也是如山的责任。他与村干部谈心时
多次说过：“一个党员，就是要有党员的责任感，就是要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什么事都不办，什么事都办不好，群众就
不相信你，你就没有荣誉感。”就是循着这个朴素的道理，王
新法带领他的团队勠力同心，为村里谋规划、搞基建、抓产
业、促脱贫。在很短的时间内，王新法就赢得了村民们的高
度信任，被推举为“名誉村长”。这个“名誉村长”在王新法看
来就是最高的荣誉，也是自己肩负的沉甸甸的责任。带着这
份荣誉和责任，王新法始终不忘初心、坚守本色，以共产党

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扶贫事业报以绝对的忠诚，对
村民们的信任报以坚定的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新
法以这种忠诚与担当， 很好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
品质和为民情怀。

———以凡人义举托起英雄品格。 王新法没有惊天动地
的壮举和轰轰烈烈的功业，而是积小功为大功，积小胜为大
胜，短短3年时间让薛家村脱贫并成为省级文明村。正如村
民感叹的，“他为我们做的那些事， 说起来大多是平平常常
的事情，可一件件一桩桩，堆起来就是一座山啊！”王新法虽
然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的人格已成为一座伟岸的高峰。
王新法身上这种平凡与伟岸的辩证法中， 蕴涵着三重深刻
的关系：一是小与大的关系，奉献小我践行大义，牺牲小家
亲情播撒大善大爱；二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个人的力量
引爆集体的能量，以个人的表率激发集体的热情；三是朴实
与崇高的关系， 以朴实的想法、 朴实的作为成就崇高的事
业、崇高的境界。在从平凡通往伟岸中，有一个关键环节，那
就是王新法始终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展示一种不平凡的
姿态———凡事身先士卒，时时处处干在前头，激发村里干
部群众脱贫攻坚的斗志、干事创业的热情。他用不平凡的
行为揭示了一个平常的道理： 党员干部只要心和群众一
处想，汗和群众一起流，就能一呼百应，就能成为群众的
英雄。

———以甘于奉献践行共富理想。 王新法放弃退休后安
度晚年共享天伦的舒适生活，来到薛家村开展义务扶贫，引
导他的是村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 支撑他的是不计回报
甘于奉献的精神动力。共同富裕是要讲求奉献的，没有一部
分人的奉献，财富的马太效应就会成为不易的法则。王新法
决心以自己的余生来证明这一法则，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
个行动，都是为了让村里的群众尽早富裕起来。他说：“我是
带着思想来的，不是私念。”“我想尽己所能，与民共富。在一
个新天地里，拿出一个共和国军人的信仰、勇气和忠诚，去
改变一些人和事的面貌。”于是，他拿自己的钱，吃自己的
饭，干百姓的事，并最终用生命践行了“扶贫路上，绝不让一
个贫困群众掉队” 的铮铮誓言。 王新法在薛家村的一言一
行，无不体现了甘于奉献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种奉献精神
的带动下， 村民们逐渐坚定了脱贫致富的信念和共同富裕
的理想。

王新法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扶贫楷模，他的
精神，融在他的忠诚担当中，融在他的凡人义举中，融在他
的无私奉献中。忠诚、义举、奉献，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蕴藏
着无穷的力量。王新法倒下了，但他的精神丰碑没有倒。我
们要接好他的接力棒，弘扬他的精神，在精准扶贫攻坚战和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新征程中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的新贡献。 （执笔：高辉）

大力学习和践行王新法精神

从讲政治高度学习扶贫楷模王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