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北大研究生”：

一位党代表的不忘初心

▲敬老院里，老人紧紧拉着黄久生的手。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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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9 月 2 日，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内，1300 多名光华
管理学院的新生，好奇地盯着一位校友代表走向演讲台。

这张红木演讲台，曾经接纳过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艺
术界的大师以及多国政要，这一次它迎来了一个再平凡不过
的农民工。

52 岁的黄久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上身露出干净的白
衬衫和整齐的领带。清瘦的身体在演讲台前站定，十指干瘦、
有些变形的双手紧捏着讲稿。

那双掌心至今仍留有老茧的手，曾握着镰刀收割过一垄
垄水稻，搬起过数不清的砖块、掰弯过各种型号的钢筋，也触
摸过人民大会堂里神圣的表决器、抚慰过孤寡老人的手。

演讲开始了，黄久生用大白话串起来的人生轨迹，像打开
了一个藏满奋斗和责任故事的记忆盒子，盒里有多层空间，黄
久生在其中各有不同角色：

工地上，他是建筑队长，带着工友建起一座座坚固的高
楼；会堂里，他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和河南省总工会兼职副主
席，要把农民工的诉求形成提案和建议；敬老院内外，他是孤
寡老人的儿子，为 700 多名老人养老送终；村子里，他是“主心
骨”，为村里铺水泥路、通自来水，为乡亲们谋福祉……

吃过百家饭的苦孩子

河南潢川县双柳树镇晏岗村，散落在大别山区北部的几
条山沟里。

如今，平整的水泥路铺设到山村的角角落落，自来水管延
伸到村民家的厨房浴室，过去吃水的土井成为“遗址”。外出打
工赚到钱的农民，纷纷回村推倒过去的老屋，建起时髦的二层
小楼。

背靠着一个小山坡，三间“60 多岁高龄”的土坯房，依然
倔强地挺立着，看起来与邻家的楼房极不协调。

这三间空空荡荡的老屋，见证着黄久生苦涩的童年。
面对记者，71 岁的老太太倪家荣，用手在膝盖上比划着

46 年前那场大雪的厚度。1971 年农历腊月的一个大雪天，黄
久生重病的母亲在这个老屋里撒手人寰，家里唯一的一条被
子被剪成两块，一块放在母亲的棺材里，一块留着兄妹三个
用。

母亲的离世让这个穷苦的家庭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刚满
两岁的弟弟被过继到亲戚家，会点修锅补盆小手艺的父亲走
村串巷维持生计，经常连着半个多月赚不到钱，也回不了家。
6 岁的黄久生照顾着 4 岁的妹妹黄久芳，过起了孤儿般的苦
日子。

“真可怜呐，那是个苦孩子。”88 岁的老生产队长李德启，
坐在离土坯房 10 米远的一个老式藤椅上，说起过去的小邻
居，激动得抬高了嗓门。

黄久生和妹妹还是在最饥饿的年纪里，感受到了农村里
淳朴的温情。

小院里的大娘吕中秀，看到这兄妹俩常常“吃了这顿没下

顿”、冬天还穿着脚后跟烂了洞的布鞋，除了照顾自己的 3个
孩子外，又多了一份母亲的责任，为黄久生兄妹纳鞋底、做衣
服。

小男孩黄久生，到邻居家借米时会怯生生地把小碗放在
背后。有时有人问他吃过饭没有，他总是饿着肚子撒个小谎。
堂嫂倪家荣和其他乡亲，知道这个小男孩的脾性后，会拉他到
家里给他找点东西吃。

近些年每次受邀到大学演讲，黄久生总是以“吃百家饭长
大的农村娃”做开场白，“东家一碗稀米饭，西家一块窝窝头，
这家一小碟咸菜，那家一条旧棉裤。”

童年时的黄久生，最敬佩村里的老党员黄传顺，“他就像
全村人的主心骨，谁家有困难了都找他聊聊。”

小男孩，梦想着长大后也成为像老党员黄传顺一样的人：
“能帮助村里人，大家有困难了找我谈心，这多好！”

上初一时，因交不起 1 . 8 元的学杂费，12 岁的黄久生上
山砍了两筐松枝，挑到镇上卖给炸油条的人。“他看我肩膀上
磨出的血印子，每次给我两毛钱。那时两筐柴火根本不值这么
多钱，人家是在帮我啊！”

有能力了就帮助别人！善念，播下了种子。

两获鲁班奖的农民工

29 岁的李永超穿着干净的 T 恤衫牛仔裤，站在河南省新
郑市西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踌躇满志地畅想自己的职业前
景。

过去 7 年，从潢川农村走出来的这个年轻人，从一名建筑
小工成长为工地的技术负责人。月薪一万多，有辆十多万元的
轿车，在老家县城买了地段最好的房子。

从 1986 年开始，30 年来，黄久生带领家乡累计 12000 多
农民工，挥汗在一个个建筑工地。像李永超一样，他们从贫穷
的小山村出发，走上脱贫之路。

1983 年，18 岁的黄久生，告别高中校园和潢川老家，到
郑州西郊的工地当了一名运土的小工。拉着运土车，不足 100
斤的瘦弱身体，经常被车把翘得老高。

“使了吃奶的劲”搬砖头、提泥灰，干遍了所有杂活的黄久
生，到了年底仍没有挣下多少钱，“不好意思回老家过年”。那
一年的除夕夜，他孤零零地留守在工地。

此后的工地岁月，不甘只会卖力气的黄久生做起“有心
人”。为请教技术，他给老师傅洗衣服、端洗脚水；为摸清建筑
施工的门道，他省吃俭用买来建筑专业书籍，工余时间一本本
地“啃”。

夜晚的工棚，多了一个秉烛读书的人。有一天，他干活太
累了，晚上看书时不知不觉睡着了。蜡烛点着了书本和枕头，
头发烧焦了，才惊醒酣睡中的黄久生。

就这样，凭着坚韧的毅力，他系统地学完建筑专业全部函
授课程，取得了平顶山工学院的大专文凭。

凭着吃苦耐劳的韧劲和过硬的专业知识，黄久生一路从只
会干力气活的小工，成长为“靠技术吃饭”的大工，再到班长、队
长，最后担任了中建七局一公司项目部经理。跟他一起干的潢
川籍农民工，从最初的 40 多人，变成上千人、上万人。

1998年，黄久生鼓足勇气向老家的双柳树镇党委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对一个长年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入党并非易
事。6年后，经过组织的全面考察，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5 年，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成立，黄久生当
上支部书记。他深知农民工党员知识水平有限，要拧成“一股
绳”不容易，一刻也不敢懈怠，定期召集支部 50 多名党员在工
地上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政策。到今年，这个“工地上的党支
部”，已经发展到 90 多名党员。

农民工经常遭遇讨薪难。支部书记黄久生四处奔走，帮助
很多农民工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追回被拖欠的工钱。

“对工程有洁癖”的黄久生，只要看到一点瑕疵，他都要推
倒重来。一次，他发现工友打的水泥柱子上有蜂窝面，虽然对
工程质量影响不大，但还是让人砸掉重打。

支部书记黄久生带领“工地党支部”，发挥共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精益求精质量第一，带队承建的工程项目，两次获
得国家最高建筑质量奖鲁班奖，60 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级优

质工程奖。
工作上较真的黄久生，生活中却“一点老板的架子都没

有”。在新郑建筑工地上的保安队长朱会忠眼里，黄久生“穿得
朴实，说话温和，从没大声训过人，在食堂角落里吃饭，跟工地
上的人没啥两样。”

每年总有几个来自家乡或其他县市的孤寡、残疾老人，跑
到工地上想找点活干，黄久生从不拒绝，他把这些出不了力气
的老人安排给朱会忠。

于是，工地上出现了一支高龄老人保安队，9 人中年龄最
低的 56 岁，“每月给每人发 3000 元工资，实际上是在做慈善
养着他们。”

700 多个老人的儿子

300 多公里外的双柳树镇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敬老院
里，10 多个老人坐在一排二层楼房的门口，前面是两大块菜
地和一个食堂。

说到黄久生这个后生，这些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总是反
复说着“大善人”这几个字。

老人排着队拉记者“参观”他们的房间，打开一个约两米
高的衣柜，抱出来一摞摞棉衣、羽绒服，“炫耀”着黄久生给他
们买的新衣。

对于没有多少生活物件的老人们，这个衣柜更像是他们
的藏宝箱，舍不得穿的新衣被当成宝贝一样藏起来。70 岁的
黄本阁，打开床底柜的小门，掏出几双黄久生买来的新鞋子。

1996 年春节前，为了让家乡的孤寡老人、五保户、特困户
过个好年，打工“打出了名堂”的黄久生，拿出两万元，给老人
们买了肉、米、油。此后，每年定期看望、照顾家乡的这些老人，
成了这个农民工雷打不动的习惯。他照顾的老人从开始几十
人，变成现在的 700 多人，看望老人时的采购单上除了肉、米、
油，还写满了四季新衣、毛巾、被子、手纸、洗衣粉等一长串生
活用品。

2008 年，看到一些老人在家孤苦无依，他又出资在镇上
建起了敬老院。

73 岁的蔡长贵觉得，黄久生“虽然不是亲儿子，但比亲儿
子还亲”。

黄久生担心老人们遇到难事联系不到他，就在每年给老
人送油米时，把自己的手机号印在米袋子上。对敬老院的老
人，他能记住每个人的生日，经常驱车四个多小时给老人祝
寿，有时候还跑到后厨做上几个拿手菜。

敬老院里，逢人就说自己是“民国 4 年出生”的老红军和
老共产党员刘传江，还记得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员和群众之间
的鱼水深情，“群众对我们好，我们把群众当亲人”。在老人的
印象里，黄久生身上有着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对待老人和
乡人比亲人还亲”。

前几年，孤寡老人李鸿金患上了癌症，临终前只有一个心
愿：“见不到久生，我闭不了眼。”从建筑工地匆忙赶回的黄久
生，紧握着老人干瘦的手说：“您百年之后，我送您上山。”10
多天后，老人去世，黄久生穿上白孝布，扮演了亲儿子的角色，
为老人料理后事。

在老家晏岗村甚至整个双柳树镇，谁家有过不去的坎，总
会第一时间想到找黄久生帮忙，把他当成“主心骨”。

“小时候村里人、素不相识的人都帮助过我，我这辈子都
想着怎么报答他们，怎么帮助更多的人。”知恩图报，黄久生觉
得是自然而然的事。

上中学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科学
家、飞行员、工程师……同学们纷纷书写着美好又辉煌的未
来。只有黄久生的理想，朴实得有些另类，他梦想着长大能当
一个货车司机：“多拉货，多挣钱，回报那些给我饭吃、给我衣
穿的人。”这篇把老师看哭了的作文，得了全班的最高分。

有诺必践。早在 1986 年春节前几天，到郑州建筑工地
干活的第三年，终于攒下 3000 元的黄久生，留了几十块钱
的路费，其余的钱全部买了香蕉、核桃、大枣以及当时流行
的“的确良”布，从县城租了辆手扶拖拉机，把东西拉到村子
里。看着拿到礼物笑得合不拢嘴的乡亲们，黄久生体会到了
从未有过的快乐。

今年 9 月 2 日，黄久生在北大百周年讲堂讲完他的故事
后，一名新生代表感慨地说：“人生第一笔 3000 元钱，许多人会
留着，用来扩大再生产，黄叔叔的选择是报答养育他的乡亲，最
初的选择成就了他精彩人生。向您这份大爱担当致敬！”

“有献身精神的社会栋梁”

这已经是黄久生第二次走上北大百周年讲堂。
2013 年 9 月，北大的开学季，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黄久生

第一次登上百周年讲堂。
2011 年，这位中建七局一公司的项目部经理，意识到自己

需要学习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萌生了去北大学管理的念头”。
然而，不懂英语，通不过招生入学考试，只有大专文凭，没

法直接读研究生，黄久生的“北大梦”接连两年被击碎。
第三年，时任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冒大卫和副院长张志

学，得知黄久生的经历后，决定对他破格录取。面试时，张志学
提了一个条件，让黄久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新生听。

入学后，课堂上艰深晦涩的理论，让黄久生觉得“很心累”。
他不得不在下课后，像个好奇的小学生，一遍遍找老师请教那
些之前闻所未闻的术语。

在导师张志学指导下，黄久生结合自己在建筑工地多年的
经历，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激励理论在工程建设员工管
理中的应用》。那些天，北大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年过 50 的黄
久生，坐在一群 20 来岁的年轻人中，一本接一本地“啃下”大部
头专业书。

2015 年 5 月 3 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30周年院庆庆典上，
冒大卫在致辞中，特意提到了这个建院以来招收的第一个农民
工学生。

黄久生被称作“有献身精神的社会栋梁”，他的名字与十多
个学术新星、商界领袖、创业英雄、行业精英，一同出现在那篇
讲稿中。

他对社会的奉献，以晏岗村为原点，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
更多的群体。

在郑州的工地上，这个党支部书记最初只是帮老家的工友
讨工钱，没想到后来自己的名气，在农民工群体中逐渐传开。四
川、贵州、安徽等地的农民工纷纷找上门来。

忙不开身，他不得不委托专业法律人士帮忙。一批律师、退
休法官，成了党支部的法律顾问团。这些年，他和党支部已经为
5000 多名农民工讨回工资 3000 多万元。

站在北大百周年讲堂，台下坐满了成功的企业家和未来的
商界人才，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对社会的
担当、对家国的情怀，身家再多、财富再多，也不算成功。”

5 年前，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让黄久生“做梦都没想到”。
今年，这位农民工党员又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这让他觉得“光
荣自豪的同时，压力很大”，“作为一名农民工党员是渺小的，但
当选为党代表，就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整个 9 月，这名党代表几乎每天都行走在钢筋水泥密布的
建筑工地，与工友交谈，了解农民工的期盼和所需所求，“我要把
基层农民工的声音带到大会上。”

“妈妈”吕中秀家客厅的墙面，装饰简单，一块不大的地方挂
满了上小学的孙子得过的奖状，旁边是“儿子”黄久生手捧荣誉
证书的照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上了年纪的吕中秀，说不上来这些荣誉意味着什么，挂这
些照片只为了想“儿子”时能随时抬头看一眼。

前些年，黄久生老家的三间土坯房，实在经受不住岁月的
冲刷，已经疲惫地随时要轰然倒下。他请人加固了墙体，在草房
顶上加盖了一层红瓦片。

房前的水田里，收割机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秸。不远处一
座叫洪山寨的小山，将要被开发成特色旅游景区。在这个不断
发生新变化的村子里，黄久生一直不愿意让时代的进步在老屋
留下太多痕迹。

他要用这个留存早年记忆里的老屋，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
心，“不管有多少荣誉、有多大荣誉，我还是那个晏岗村出来的农
民娃，还是那个叫黄久生的农民工，咱永远是名农民工党员。”

(晏乾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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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儿子，为 700 多名老人养老送终；村子里，他是“主心骨”，为村里铺水泥路、通自来

水，为乡亲们谋福祉……

黄久生不愿意让时代的进步在故乡老屋留下太多痕迹。他要用这个留存早年记忆的老

屋，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我是那个晏岗村出来的农民娃，是那个叫黄久生的农民工，咱

永远是名农民工党员”

▲黄久生在北京大学百周年讲堂里作演讲。

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感受到淳朴温情，黄久生梦想着长大后

也成为像老党员黄传顺一样的人：“能帮助

村里人，大家有困难了找我谈心，这多好！”

支部书记黄久生带领“工地党支部”，发

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质量第

一，带队承建的工程项目，两次获得国家最

高建筑质量奖鲁班奖

老红军和老共产党员刘传江还记得革

命年代党员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在老人

的印象里，黄久生身上有着共产党员的优良

传统，“对待老人和乡人比亲人还亲”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建院以来招收的第

一个农民工学生，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个企

业家，如果没有对社会的担当、对家国的情

怀，身家再多、财富再多，也不算成功”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7 日电(记者谭元斌、黎昌政)28 岁
“渐冻人症”患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娄滔登记捐献器
官用于科研和救治他人的事迹，引发持续关注。记者 17 日从
武汉汉阳医院了解到，娄滔目前病情暂时有所好转，生命体征
平稳。

娄滔是湖北省咸丰县人，2007 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系，2015 年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入校不久后，她出现左脚行动不便等症
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相继诊断：疑似运动神

经元病，即“渐冻人症”。
2016 年 6 月，娄滔四肢丧失行动能力，生活起居全靠父

母照顾，去年 11 月初全身瘫痪、呼吸困难。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娄滔曾两次病危，今年 1 月中旬出现短暂重度
昏迷，经过抢救，病情趋于稳定。此后，她一直在咸丰县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10 月 7 日中午，备受病痛折磨的娄滔向父亲提出放弃治
疗，捐献器官，将骨灰撒入江河的愿望。她以“绝食”等激烈方
式，逼迫父亲娄功余答应自己的要求。

“我走之后，头部可留给医学做研究。希望医学能早日攻
克这个难题，让那些因为‘渐冻人症’而饱受折磨的人，早日摆
脱痛苦……”娄滔通过护士留下的遗愿，近日经媒体披露后，
令网友深受感动。

她在遗愿中说：“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为
标准，而应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来衡量。得了这个病，活着对
我是一种折磨和痛苦。我要有尊严地离开，爸爸和妈妈，你们
要坚强地、微笑着生活，不要为我难过。”

最终，娄功余全家理解并支持女儿的决定。10 月 9 日，娄

滔被湖北省红十字会接往武汉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救护车
在众多亲人注视下离去。“我们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捐献器官，
延续他人生命。”娄功余说。

社会各界对娄滔持续关注，并给予帮助。两年来，咸丰县
民族中学、北京大学累计为娄滔筹集了 100 多万元治疗费
用。社会的帮助，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全家人十分感
动。

娄滔进入汉阳医院后，降钙素原一度高达 9 . 2ng/ml，远超
正常值 0 . 5ng/ml，说明身体炎症较重，器官不适合捐赠。经治
疗，16 日 10时 30 分恢复到 0 . 29ng/ml，处于正常水平。退烧后
的娄滔，精神状态有较明显好转。

临床上，渐冻人症目前并无有效治疗方法，只能延缓疾病
进展。武汉汉阳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青云说，尚未找到医治
娄滔的好办法，目前主要进行抗感染、营养支持、内环境调节
等。

娄功余说：“对社会的关心，全家万分感谢。医院仍未放弃治
疗，挽救女儿的生命，仍然是第一位的。”

留遗嘱捐献器官感动网友

北大“渐冻人症”女孩病情暂时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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