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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仔，我们想你啊！

战友啊，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永远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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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古田县电视台的记者陈盛

丹。周炳耀同志牺牲后，我多次深入
现场，进行采访。每一次采访，我都会
被周炳耀同志的事迹所感动，难以抑
制的泪水常常模糊了我的视线，一个
心中装满他人冷暖的基层好党员好干
部的光辉形象，牢牢铭刻在我的内心
深处，令我永生难忘。

在采访中，与周炳耀妻子刘大姐
的一段谈话，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刘大姐说：“那天早上 5 点多，屋
外的雨越下越大，耀仔急忙起床，披
上一件蓝色雨衣，穿着一双拖鞋准备
冲出门。我拉住他，喊他，外面风雨
那么大，你别去，要去也要等雨小了
再去。他却说，情况危急，我要去，因
为我是书记啊。说完，他就朝门口跑
去了。”

巡查过程中，周炳耀发现手机没
带，匆匆赶回家，再出门时，在家的刘
大姐实在放心不下，跟着跑到老人活
动中心。此时，在暴风雨中，她看见
丈夫淌着近一米深的水在清理被杂
物堵塞的桥洞，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上，大声呼喊：“耀仔，你要注意安全
……”突然，瞬间疏通的桥洞形成急
速水流，一下子把炳耀连人带竹一起
卷入洪流中。眼睁睁地看着眼前三、

四米处的丈夫被无情的洪水吞噬，她
一遍又一遍地急切呼喊丈夫的名字，
却 再 也 没 有 唤 回 他 那 熟 悉 的 身 影
……

本是万家团圆的中秋节，却成了
他们生离死别的日子。每每想起那个
令人痛心的瞬间，坚强的刘大姐仍然
忍不住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对周炳
耀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他生前的“微
笑”。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周炳
耀家何止一本。他的父亲年迈体弱，
妻子、儿子都患有脑垂体失调遗传疾
病，自己又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对于这些家庭问题，他都深深地
埋藏在心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村
民眼里，他始终是一个朝气蓬勃，可信
任、可依赖的好书记。

周炳耀同志牺牲后，中央、省、市
数十家新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
在与他们交流中，一位资深媒体记者
动情地对我说：周炳耀很平凡，但他的
平凡举动却震撼了无数人的心，他从
平凡的小事做起，把每件平凡的事做
好就是不平凡。

在庄里村，全村四百多人几乎每
个人都能回忆起几件有关周书记的往
事，都在讲他对自己如何如何地好：村
民生病了，他开车送；村民做生意失败
了，他筹钱帮；村里要上民生项目，他

个人贷款垫资也要办……
去年冬天，村里遭遇特大寒潮，水

管、水表大多冻裂了。周炳耀会水电
工技术，花了整整一天，挨家挨户检
查，把冻坏的水管、水表全部换好、修
好，没有收一分钱。村民提出不要工
钱就罢了，好歹得收材料费。周炳耀
却说：“用的都是废弃的边角料，不值
钱。”其实，这些水管、水表都是他自己
花钱买的。

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位
叫张巧明的村民，每次记者采访，她总
是声泪俱下，述说周炳耀是如何在两
个多月时间里精心照顾她突发疾病的
女儿。当我得知张巧明的女儿后来还
是因病去世时，我非常震惊。要知道
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每每提起过世的
女儿，那都是锥心之痛啊。但即便这
样，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这位母亲每
次都会主动地为我们讲述周炳耀是如
何无私地帮助她和她的女儿。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能
成为一棵大树，那我就做一棵小草，只
要人们能从我身上看到春天”。8月份
刚刚过完 45岁生日的周炳耀，如今已
经离我们而去。但是，这个朴实平凡
的农村党员却让我们看到了春天！也
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
格和精神境界。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古田县卓洋乡党委书记

陈昱晨。今天，我站在这里，怀着
沉重的心情，为大家介绍我乡庄
里村党支部书记周炳耀同志的先
进事迹。

第一次接触炳耀同志，是我到
卓洋任职的第三天。清楚记得，那
天炳耀同志与村主任一起到我办
公室，我向他了解了村里面的一些
情况，他介绍的很详细，在谈及今
后的工作，他很认真地告诉我，目
前他想做两件事：“一是想由村里
牵头，建设标准化食用菌厂房，促
进村财增收，也为今后村其它基础
设施建设奠定资金基础；二是准备
新建一座公厕，改善村容村貌、村
庄环境卫生，也好为群众多办点实
事。”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感触很
深，我眼前的这位村支部书记，他
就是这么一个心系群众、有事业
心、有责任感的好干部。

三个月后，我再次到庄里村
了解工作，让我欣慰的是，村里占
地面积 8亩的标准化食用菌厂房
项目已完成了选址、规划，而且正
开展用地报批工作，计划投资 7
万元的村民公厕也即将动工建设
了。当初说出的两件事，炳耀同
志都一一兑现了。

在今后的工作接触以及乡村
干部的口耳相传中，也印证了炳
耀同志不愧是党的好干部、人民
的好公仆。从 2009 年任职支部
书记以来，他始终不负使命，恪尽
职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党的宗旨、回应着群众的期盼。

2013年，炳耀同志积极响应
国家扶贫政策，通过深入分析庄
里村致富产业道路，凭借自己多
年的农村种植经验，主动带领村
民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三年
来，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庄里村累计种植花菇
170万袋、鸡腿菇 40万袋、猴头菇 75万袋、白木
耳 148万袋，另外全村还发展水蜜桃 200多亩，
村民收入逐年稳步增加，纷纷脱贫致富、过上了
好日子。

2014年 4月，村里发生森林火灾，炳耀同志
第一时间就带领干部群众上山扑火，自己眉毛
都被火燎光了，他却全然不顾。火情控制住了，
为防止山火复燃，他晚饭也顾不上吃仍一直坚
守到半夜才回家。

2015年7月，村里有一座违建的食用菌烘干
灶要依法拆除，部分群众百般阻挠，面对这项硬
任务，炳耀同志没有退缩，他连续几天放下手中
农活，挨家挨户去宣传政策，违建烘干灶最终在
他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的劝说下得以顺利拆除。

七年来，他和村两委带领的庄里村始终是
乡党委、政府眼中的“放心村”，每年乡里布置的
环境整治、综治维稳、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他
从不推脱，总是不折不扣，尽心尽力，第一时间
抓好贯彻落实。村党支部先后多次被古田县委
和乡党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等荣誉
称号。

周炳耀同志！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一直恪
尽职守、默默奉献的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在
党和人民最需要的紧急关头，他奋不顾身，全力
救灾，英勇牺牲。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 45岁，他的一生，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
生，也是可歌可泣、壮丽激昂的一生。

9月 19日，我带领乡村干部，胸佩白花，向
炳耀同志作最后的告别。在低回的哀乐中，我
潸然泪下……炳耀同志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了
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深感痛惜！虽然他离
我们而去，但精神永存！周炳耀同志用大爱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他是我
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灾后恢
复重建的精神力量，我们会弘扬他可贵的精神，
齐心协力、百折不挠，用辛勤的劳动建设我们美
好的家园。

同志们，让我们永远铭记一个普通共产党
员的名字，他叫——周炳耀。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村委会主任

刘长务。我和炳耀书记是从小玩到大的好
兄弟，也是共事多年的亲密战友。如今，炳
耀走了，走得那么突然，留给我的最后一句
话是：“长务，你快去疏散群众！”

9 月 15 日凌晨，“莫兰蒂”台风登陆。
我清楚记得，那天雨下得特别大，从我记事
起，是下的最厉害的一次。我们6个人分成
3组顶着大雨在村里巡查。在村老人活动
中心前，炳耀发现前面一座土木房子旁边
的桥洞被竹子、菇筒和一些杂物堵住了，这
时的水一下子涨起来，越涨越高，已经没过
桥面将近1米多深，房子里面的水也淹过大
腿。要不马上疏通，汹涌的洪水将严重威
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附近的7座
土木房子极有可能被洪水冲毁，后果不堪
设想！炳耀对我喊：长务，你快去疏散群
众！他马上淌到洪水里，去疏通桥洞。他
双手紧紧抓着堵住桥洞的竹竿，使劲往外
拽，在用力拔出的时候，不幸却发生了，瞬

间疏通的桥洞形成急速水流，一下子把炳
耀连人带竹一起卷入洪流中……我的好兄
弟，炳耀，就这样走了！他，为了保护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永远离开了他所惦记的
父老乡亲！

炳耀，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对谁都
关心、爱护，对自己却要求严格。 2012年
9 月，我刚当上村主任不久，一天他带我
去县水利局跑水毁项目，到了中午饭点，
我 提 议 说 ：去 饭 店 吃 顿 好 的 吧 。“ 不 要
咯！”一向温和的他突然严肃起来，“我们
是出来干事的，随便吃点就好喽。”我们
俩进了一家青草汤店，点了一碗青草汤
和两碗饭，一共花了 10多块钱。这后来，
我才知道，他到城关出差，交通和伙食费
都是自掏腰包。

炳耀，是村里的“当家人”。他连续三
届满票当选村支部书记。这几年来，庄里
村村财收入比较困难，建设资金紧张，炳耀
总是多方筹资、带头垫资。2011年，村里修
机耕路时，他垫了 2万元；2013年，村里修
自来水，他垫了 3万元。去年，为了建设老

人活动中心，他又带头垫资 3万元，这笔钱
至今都还没还给他。其实在村两委干部当
中，炳耀同志是家境比较差的一个，但每次
给村里垫资搞建设，他总是第一个，直到前
些日子信用社的信贷员找上门，我们才知
道，他还有6万元贷款没有还上。

炳耀，还是村民致富的“领头雁”。他
在全村最早引进花菇种植并进行推广，他
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乡亲
们。他还带领村民发展反季节蔬菜、水果，
不断拓宽致富渠道。在他担任村支书的这
7年里，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从 3480元增加
到了12860元，增长了近3倍。

炳耀，更是村民的“贴心人”。对于群
众的困难和要求，他都竭尽全力的给予帮
助和解决。他的一部二手小轿车，成为了
村里的免费“校车”、“救护车”、“公务车”。
雨天接送小学生，半夜送村民去福州、宁德
看病，他总是随叫随到，无偿提供服务。70
多岁的村民刘正昌身患股骨头坏死，炳耀
带他辗转各医院治疗，不仅不收车费，还掏
钱给他买了营养品！村民黄秋季至今还记

得，当时要不是炳耀及时把她抬下山并送
到医院分娩，她和腹中的孩子将有生命危
险！村民刘长周得了胃穿孔，也是炳耀及
时送他到医院急救。这一桩桩一件件，父
老乡亲们都铭记在心！

炳耀，我的好战友！你说，中秋节过后
就把那新买的 15盏路灯都装上去，到时乡
亲们走夜路就方便多了，还能看看咱村的
夜色有多美；你说，要在后山修一条防火
带，这样子就不容易发生森林大火了；你还
说，要亲自在老人活动中心为老人们颁发

“老有所乐”奖……这些事情都没有完成，
你怎能忍心离我们而去呢？

今天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的悲
痛，因为炳耀同志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
们，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好书记，好战友，
好兄弟。

路灯照亮了村里的道路，更照亮了村
民们的心路。我们的好战友，你放心，我们
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把你未完成的事业
继续做好，不辜负你的一番心愿！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党支部书记

周炳耀的女儿，周巧烂。说到亲爱的父亲，
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哀悼。中秋佳
节，本是亲人团聚的日子。这天清晨，远在
海南打工的我，本想打个电话给家里问候
一声，电话却先响起，那一头传来父亲去世
的噩耗！我如遭雷击，顿觉天旋地转。

当天下午，我和哥哥相继从外地赶回家
中。当看到了永远闭上双眼的父亲，我们千
呼万唤，却再也无法把父亲叫醒！父老乡亲
们也都围在父亲身边流泪叹息，悲痛不已！
父亲，您是天底下我们最好的父亲，能成为
您的儿女，是我和哥哥最大的幸福。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个热心人。我童
年的时候，父亲看到家乡运输条价差，乡亲
们办事很不方便，于是筹资借款买来一辆
柴三轮，为大家跑运输。由于那时候，父亲
开车小心谨慎，接送周到，乡亲们都喜欢坐
他的车，请他帮忙拉货。记得有一回，父亲
要为一个闽剧戏班拉行头去鹤塘镇的一个
村庄，我当时吵着也要跟去，父亲就特意在
驾驶座旁边加装两个小小的坐位，让我和
哥哥绑着“安全带”坐在车头，一路上有说
有笑。到达目的地后，卸完货我们本来就
可以走了，但是父亲看到戏班因请不到电
工而着急，就主动留下来，帮助把舞台的电
路布置好，一直忙到傍晚，也顾不上吃饭。
演员们感动地拉着我父亲的双手连声说

“谢谢”，还执意请我们在镇上吃了炒面和
米烧兔。看着他们如此感激父亲，我顿时
明白了急人之所急多为别人着想的道理。

在我心目中，父亲又是村里随叫随到
的“勤杂工”。你看，我们家的车是村里的

“应急车”，不论是农忙还是三更半夜，只要
村民急需用车，父亲都二话不说，马上出
车。为这些大小事务，我妈有时也跟他急，
我和哥哥也难免对他表示不理解，可是父
亲总是说：“咱们村子小，大家都是一家人

嘛。等大家日子都过好了，谁还来找我们
帮忙。到那时，这个勤杂工想当都当不成
喽。”确实如此，随着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
上，大家陆续建房买车，我们家的“出车”压
力小多了。为了适应农村发展，父亲学会
许多生产、生活的必备技能，经常无偿帮助
村民更换水管、水表，为乡亲们解决生产生
活问题。父亲总是这样舍小家、顾大家，用
他的善意和爱心呵护着父老乡亲。

在我心目中，父亲更是我家里“孝老爱
亲”的榜样。小时候，父亲常常从乡镇或县
城给我和哥哥带回一些村里买不到的零
食，村里的小朋友都羡慕我们。长大后，每

当我从外面打工回来，父亲都会开车去接
我。我平时容易中暑，父亲常常上山采摘
草药，只要我在家，父亲总会熬好一大碗，
送到房间来让我喝下，预防中暑。父亲舍
不得让我做家务，常常和我争着洗碗，有时
还跟我开玩笑说，在家可以是个娇娇女，将
来嫁到婆家可就要勤快点了。父亲对我体
弱多病的母亲一直细心照顾，陪她外出看
病时还不忘带着到附近的景点走走。为了
年迈体弱的爷爷，父亲放弃了外出发展的
机会，守候在爷爷身边，照顾得无微不至。

亲爱的父亲！我多么愿意，在您白发
苍苍的时候，我也守候在您的身边；在您感

觉凉意的时候，我也为您捧上一杯热茶。
可是，这一切只能在梦中体会了！父亲，您
还记得吗？您准备这个月为哥哥操办婚
礼，接着还要为我准备嫁妆。可是，您还来
不及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怎么就走了呢？

从今往后，中秋佳节便成为父亲的忌
日。每逢中秋月明，那便是父亲在天上看
着我们。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和哥哥一定
会照顾好母亲和爷爷。我们一定不辜负您
的教导，努力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好人，一个
有益于社会的人！您一路走好！

谢谢大家！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周传义，今年 74岁，来自古田县卓洋乡庄里

村。作为周炳耀的长辈，可以说，我是看着他出生、长
大、成家直至牺牲，平时我都喊他“耀仔”，今天我就跟
大家说说我们的贴心人，耀仔。

我们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距离古田县城46
公里，能在这里养育出耀仔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很自豪。

1971年，耀仔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
父亲长期担任村干部，他就是耀仔最好的榜样。他的
父亲总是说：“我从来都要求儿子做一个有责任、有担
当的人，儿子这一生对工作负责、对家庭也负责，宁可
累到自己，从不愿连累别人，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在我的印象中，耀仔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好人，他
不仅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叔伯眼中的好侄儿，更是
留守老人心中的贴心人，村民心中的热心人。

我们村地处偏僻，村民大多外出打工，常住的大
多是老人。我的堂兄，75 岁的周传仓，儿女常年在
外，平时都是一个人窝在家里，耀仔常常去陪他说话，
逢年过节还不忘送点钱和物孝敬他。其实很多人都
不知道，早年传仓对耀仔父亲有一些误会，几乎断了
往来。后来耀仔当了村书记，不但不计较，反而对他
礼貌有加。耀仔的胸怀和肚量感动了传仓，如今，传
仓逢人便夸耀仔的好。

这几年生活水平提高了，耀仔又关心起我们老人
家的农闲生活。在耀仔的主持下，召开了村民大会，
决定买下一栋闲置的房子，装修后作为全村 70多位
老人的活动场所。有钱的家好当，没钱的家困难重
重。整个过程大概花了 17万元，为了凑钱，耀仔还把
准备给儿子结婚的 3万元无偿借给村里。想起耀仔

的好，我的心非常难受。
耀仔始终把村里的老人们当成自己的父母，同

样，也把村民当成自己的亲人。
我们村 400多人。全村男女老少都记得住耀仔

家那辆尾号 008的“比亚迪”车。自他担任村书记后，
这辆车就成了全村的“救护车”，他也成了全村最贴心
的义工“司机”。

前年夏天，村里张巧明刚出生 4个月的女儿发烧
感染肺炎，半夜里找不到去医院的车，一家子急成了
一锅粥。刚从村委会加班回来的耀仔看到这幕情形，
一把抱起小姑娘，焦急地说：“走！都到这份上了你们
怎么还不叫我？”说完连夜开车把巧明一家送到了县
医院。因为孩子病重，巧明在两个月内一直找他帮
忙，无论是去县里还是省城，他始终随叫随走，没有一
次推脱，甚至还自己掏钱帮忙垫付医药费。每当回忆
起他生前的这一幕幕，巧明的眼眶都是红的：“这么好
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就在耀仔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耀仔提着月饼来看
我，他说：“叔公啊，今年刚好中秋碰上台风，明天我就
不陪你们几位长辈过节啦。”我还笑着跟他说：“好，你
有任务就快去吧。”谁能想到，这一声道别竟成了我们
的永别。

耀仔牺牲后，我时常掏出手机，看着里面他的手
机号，虽然这个号码我不会再打了，但留着它就还有
个念想。耀仔，你知道吗？叔公想你呀……

耀仔，想你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么多你关
心、爱护、帮助过的乡亲们呐。洪水可以夺走你的生
命，却永远带不走你留在我们心中的美好记忆。耀
仔，你放心吧，我们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谢谢大家！

总有一些事迹让我们泪流满面，感动万分；总有一些典型感染人心，激励前行。周炳耀同志的事迹，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他生前长
期奋战在基层一线，始终饱含心系群众的深情，倾心奉献。10月10日至21日，我市共组织了9场周炳耀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为弘
扬先进，更好地学习周炳耀同志的典型事迹，本报特别摘登报告团5位成员的报告，还原英雄生前的点点滴滴，以飨读者。

父亲，您是天底下我们最好的父亲！

他用生命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
——周炳耀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摘登

报告会现场报告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