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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裕禄简介 



(一)大苦仇深 渴望翻身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在山东淄

博博山县北崮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苦难的煎熬。 
   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学，跟随穷
乡亲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过
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焦裕禄十几岁时，日本鬼子侵占
了山东博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他被迫到黑山煤窑当小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
怀着激动的心情，抱着要翻身、求
解放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家乡。 



（二）走上革命道路 

       在家乡，焦裕禄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民兵队伍。 
       在地下党的启发教育下，焦裕禄懂得了：劳动人民要

彻底翻身解放，就心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一个人民
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焦裕禄很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班长，

在斗争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
项任务。 
      1946年元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随军南下 开辟新区 
• 1947年7月，为了帮助新解放区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禄被调到渤海
地区南下工作队，集训后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 

•  1948年2月13日，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同志被分配到尉
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8年5月，焦裕禄调到尉氏县
宣传部任干事。 

•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了，焦裕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带领
担架队，在尉氏县支前总队部的领导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
斗争。  

• 1949年春，焦裕禄同志完成支前任务后，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
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  

• 1950年夏，焦裕禄同志被提升为大营区委副书记廉区长。  
• 1950年冬，焦裕禄同志任共面团尉氏县委副书记。  
• 1952年春，焦裕禄同志调陈留团地委任宣传部长时，参加地委工作组
到杞县搞土地复查。 

•  1953年夏，焦裕禄同志任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  



（四）响应号召   投入工业生产 
• 一九五三年六月，焦裕禄
同志响应党的号召，被调
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参加工
业建设，直到一九六二年。
先后担任车间主任、科长，
在这期间焦裕禄同志还到
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
多。 

• 一九六二年六月，为了加
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同志
又被调回尉氏县，任县委
书记处书记。 



（五）任职兰考  鞠躬尽瘁 

• 1962年12月焦裕禄
同志调到兰考县，
任县委书记。  

• 1964年5月14日，
焦裕禄被肝癌夺去
了生命，年仅42岁。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63.htm


焦裕禄小故事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为治

理“三害”总结出“扎针、贴膏药”，

治理风沙的方法，带头植树造林，广栽

泡桐树。焦裕禄1963年亲手栽下的一

棵，现在仍然枝繁叶茂，被人们称为

“焦桐”。“焦桐”为何生长得好呢？

是因为老百姓怀念焦裕禄的泪水时时在

浇灌它啊！也说明焦裕禄仍然活在老百

姓的心中。 

       焦桐还有另一个典故：东汉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
曾用烧焦的桐木做了一把琴，音色极好，称为“焦尾琴”，泛
指好琴。焦桐、焦尾琴、焦裕禄，一字三关，都是状焦之美好。
也特指焦裕禄为人民做好事，留下了好的口碑。 



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 

       1962年冬，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来到
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 

       焦裕禄同志却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
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
决不离开这里。” 

       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深入到每家
每户，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进行思想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教育和发动，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振奋起抗灾自救的
精神，坚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
多难的旧兰考。  

二、焦裕禄事迹 

以前的兰考 

现在的兰考 



统一领导班子思想 以身作则除三害 

       兰考是一个老灾区。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
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 

       在车站，焦裕禄指着灾民，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他们绝大
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
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
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再
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明
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 

       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
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
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
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
涝泻洪图。 



艰苦朴素终身系 贫下中农帖心人 

       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
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
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
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
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
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
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
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
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
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
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
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
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
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
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
“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焦裕禄的遗物 

焦裕禄与农民 



与病魔顽强斗争  

焦裕禄故居 焦裕禄葬礼 

       1964年5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
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
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
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
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土，活着我
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http://www.baike.com/wiki/%E4%B8%98%E5%B0%81


三、焦裕禄的精神 

     焦裕禄（1922.8.16 - 1964.5.14）42岁就去世

了，在兰考工作的时间仅有475天，时间很短。

在兰考工作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

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内涝、

风沙、盐碱等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

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

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

仆”。尽管他生命持续的时间不长，在兰

考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却给我们党、

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与民同忧  为民解愁 

•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到兰
考县火车站，他指着火车站广场上的逃灾群众沉重地对同
志们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
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
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
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 一天，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
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
火，没喝群众一口水。 



（二）艰苦朴素  勤俭朴实 

◆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有不少地
方破损。当时有人劝他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而是修了修，照
样使用。 
•  焦裕禄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
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
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  

•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潢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
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
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
也很危险”。 



（三）尊重实际  科学求实 

•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禄同志来
到了兰考。 展现在他面前的
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
景象。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
群众学习。开座谈会，全面了
解灾情及其原因，寻找救灾办
法。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
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
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四）不怕困难  不惧危险 
• 当时兰考是一个老灾区，整个县上的工作，大部放在救灾上。县里有些干部被
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面对这种情况，焦裕禄“就有天大
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的豪言壮语，“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的
铮铮誓言，不仅温暖了百姓的心，也激发了干部的斗志。 

 

• 1963年元月，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
与基层干部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
榜样，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身不离灾区。 



（五）清正廉洁  一心为公 

• 焦裕禄同志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
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
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
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
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
节俭。 

•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知道儿子看戏没买票。他非常生气，当即把
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
部不准特殊化。 



《干部十不准》 
1.不准用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不准参加封建活动。 
3.不准赌博。 
4.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 
5..不准用集体的粮食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电影看戏
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 

6.业余剧团只能在家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
道具，铺张浪费。 

7.各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
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农、副产品；不准
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机关
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 

8.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 
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
准投机倒把。 

10. 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宴，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这是3月17日，习近平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四、习近平总书记的焦裕禄情结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来到兰考县看望
焦裕禄同志的亲属。  

2009年4月1日，习近平在兰考县焦桐园附近
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亲自栽下一棵泡桐。  



 



2014年3月17日，习
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
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时强调：大
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  继续推动教育实
践活动取得实效。 



习近平指出，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
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
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
就要传递下去。党中央号召全党继续学习焦裕禄
精神。 

时隔5年再来兰考，再看纪念馆和事迹展，仍
很感动、很受教育。 



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是焦裕禄当
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
方,习近平同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
座谈。 

        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

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焦裕禄精神影响了一代人。很多
东西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就是这短暂的一刻化为了永恒。 
      我们要看焦裕禄是怎么做的，对照自己，见贤思齐。我们要深

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
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焦

裕禄干部学院同在此学习的兰

考县部分乡村干部学员座谈。 



习近平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真理、“吃别人嚼

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

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

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五、留下的思考 

         焦裕禄同志不留遗憾地走了，他是那么地年轻，人生的四季刚刚走过

42个轮回；他走得是那样地坦然和从容，因为他那短暂的人生从未虚度，有

真诚、热爱和执著，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厚待以及他的精神、信念和追求，使

他的生命得以无限延长。 

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员？ 



为什么要学习焦裕禄的精神？ 

第一章      党员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
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
法律和政策规定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
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焦裕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楷模。 



  习近平指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学习焦裕禄要学什么？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

公仆情怀。 

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党员干部怎么学习焦裕禄精神？从公

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

把焦裕禄精神当镜子照照自己。 

 

——习近平 

怎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 



  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焦裕禄 
精   神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