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向冯百忠同志学习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根据《关于开展向冯百忠同志学习的通知》（虞学组

〔2021〕2 号）要求，为深入学习冯百忠同志的先进事迹和

崇高精神，激励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

情干事创业，决定在全系统范围内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冯百忠

同志先进事迹活动。现将学习活动安排如下：

一、学习内容

要学习冯百忠同志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争先意识。冯

百忠同志对土地身怀感情。为实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的愿望，他组织村民成立互助组，历时五年建成了至今

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万团水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村

民百姓的旱涝不均等灌溉难题，使当年粮食产量实现了成倍

增长。同时在其他岗位上，冯百忠同样出色完成了组织修路、

造桥、挖煤、生产等各项工作，特别是他担任工业副书记后

主抓的白泥厂，是当时长塘乡第一家企业，为长塘工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冯百忠同志为榜样，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自己的职责岗位上艰苦奋斗、奋

力拼搏，积极弘扬“三牛”精神，以排头兵、优等生的标准



勇争一流、勇攀高峰，干出新时代党员干部新作为。

要学习冯百忠同志胸怀大局、敢为人先的表率意识。冯

百忠同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以身作则推进移风易俗，积极

向上级部门申请“火葬”。他站在大局层面，深切感受到传

统土葬带来的土地、木材等生态资源的大量浪费，深切感受

到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喜事简办是需求所向、时势所趋。

他把自己交付一把火，不占一寸土、不砍一棵树、不耗一块

砖，为当时的国家留出宝贵生态资源。不仅如此，在担任村

支书期间，他还动员全体村民动土“迁坟”，自己带头当表

率，为全村耕地资源的保护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要以冯百忠同志为榜样，扎根基层心怀大局，身

在兵位胸为帅谋，以居安思危的远见卓识，树立前瞻意识、

危机意识和垂范意识，展现共产党人心系苍生、行为苍生的

精神品质。

要学习冯百忠同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为民意识。冯

百忠同志鼓励子女靠双手勤劳致富。他为自己子女置办的嫁

妆不是枕心棉被，而是蓑衣、竹篓、铁耙等一整套农具；他

把自己平生所获得的荣誉全部付之一炬，不让自己的子女产

生过度依赖。他严苛地对待家人，却又十分热心肠地帮助百

姓，他常常把自家省下来的粮食分派给村民，把自己家的农

具贡献出来投入到公用。村民兵连没房子，冯百忠就把自己

家的 3 间泥坯房让出来，给民兵连使用，他和 5 个孩子到妻

子所在的村幼儿园“打游击”。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冯百

忠同志为榜样，勤严治家、宽厚待民，始终以集体利益为先、



把群众利益摆在前，自觉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二、学习安排

1、加强事迹宣传。要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宣

传栏、宣传板、电子屏等宣传阵地，深入宣传冯百忠同志先

进事迹，大力弘扬该同志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争先意识，

胸怀大局、敢为人先的表率意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为

民意识，引导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榜样的力量激励自己，以

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供销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组织专题学习。要把学习冯百忠同志先进事迹作为

政治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基层党组织要利用支部学习时

间，组织好专题学习，把开展向冯百忠同志学习活动与推进

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百忠精神”的成果转

化为忠诚履职担当、全心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以先进典型

引领社会良好风气，凝聚发展新力量。

3、开展座谈交流。各基层党组织要组织管理人员、党

员干部、年轻干部就学习冯百忠同志的高尚情操进行座谈研

讨。通过学习研讨，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精神感召力，引导

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冯百忠同志为榜样，永远忠诚于党和人

民，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三、学习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系统各基层党组织要把

学习冯百忠同志先进事迹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提

高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学习宣传活动有力、有序、



有效推进。

2、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宣传。系统各基层党组织要结

合本单位实际，以集中学习、座谈交流、邀请专家宣讲、组

织观看演出、“百忠”公园现场教学等形式开展向冯百忠同

志的学习活动。要注重活动开展质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

感染力、引导力。

3、注重实效，加强氛围营造。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开展

向冯百忠同志学习活动与推进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要克服形式主义，防止空喊口号、做表面文章，把学习活动

融入生产生活，抓在日常，重在经常。以先进典型引领社会

良好风气，凝聚发展力量，开创发展新局面。

附件：

1、冯百忠同志主要事迹；

2、专题学习情况反馈表。

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12 日



附件 1：

忠 魂
——追记上虞区长塘镇桃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冯百忠

采访冯百忠，是在桃园村的村民你一句、我一言的集体

回忆中完成的。在清风习习的竹园旁，在宽敞明亮的村会议

室，在瓜果飘香的田间地头，只要说起冯百忠，无论是年长

者，还是年轻人，几乎都能说出一长串他的事迹。更想不到

的是，我们竟在长塘镇赵春峰书记的办公室，听到了 33 年

前冯百忠老书记在录音机中留下的原声，他在录音中所流露

的对党的忠诚，对桃园村未来建设的牵挂以及叮嘱家人在自

己去世后坚决要求火葬的交待，令人敬佩，令人感动。

冯百忠自 1954 年起担任桃园村党支部书记，到 1970 年

去乡里工作，在漫长的 16 年中，他带领全村人民，披荆斩

棘，艰苦奋斗，以不断进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兴水利、办

学校、扩耕地、广积肥……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他以

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初心和使命。

岁月可以改变山川河流，但不会抹去人们对奋斗者的记

忆，冯百忠就是这样一位奋斗者，人民会永远记住他。

一、美好的生活，是干出来的

冯百忠所在的桃园村是长塘乡有名的穷村。因为土地

少，又受干旱的影响，亩产高的时候才百余斤，低的时候只

有几十斤。全村四五百户人家，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只好

用番薯、芋头等替代，但这些也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只好上



山挖蕨根、野菜等充饥。

1954 年，冯百忠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当即就召开了由

全体村干部参加的支委扩大会，因当时村委没房子，他就把

干部们叫到了家里，从隔壁邻居那里借了几条凳子。会议的

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已经 3 年多了，可桃园

村村民“饿肚皮”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怎么办？是向党伸

手，坐等救济，还是用自己的双手，改变面貌。有个支委说：

“冯书记，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冯百忠

说：“好，既然大家信任我，那我就表个态，一句话，大家

要吃饱饭，要过好日子，只有一个字，干！”大家齐声说：“好！”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冯百忠歉意地对大家说：“我知道大

家肚子都饿了，可是我连冷番薯也拿不出，我相信会好起来，

到明年，我一定给大家烧夜点心。”干部们一听，都开心地

笑起来。

次日天未亮，有个早起赶集的村民看到黑漆漆的田间有

个人在走动，走近一看，见是冯百忠，便问：“冯书记，这

么早，你在田里干啥？”冯百忠说：“稻田又旱了，心急睡

不着，我来转一转。”村民叹了口气说：“再不灌水，今年的

早稻又完了。”没料正要离开的冯百忠扭头说了一句话：“不

会完。”

两天后，在桃园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级抽水行动开始

了。原来桃园村的田地大多是坡地，只要天一旱，这些坡地

上面的一些田地就开始缺水。这次冯百忠带领大家要解决

的，就是要把水从河里抽到上面的这些田地去，但当时又没



有抽水机，只有靠人工，人工怎么搞？冯百忠带着党员和村

干部一遍一遍的踏勘、测量，最后采取分 7 级从三界埠头提

水的办法，即：第一级，用牛车将水抽上来，第二级以后，

用人车水的办法将水一级一级盘上去。为防止车上来的水漏

光，冯百忠要求车水的人一班一班换，24 小时不间断。他自

己则全程参与，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有一天凌晨，

因多日连续车水带来的极度劳累，加上已两天没睡觉，冯百

忠到天快亮时实在太困了，竟一头从水车上栽了下来，其它

车水的人此时也都昏昏欲睡，没有发觉，天亮时才发现旁边

的冯百忠不见了，大家赶快跳下水车寻找，发现冯书记竟在

地上呼呼睡着了。

这次人工抽水给桃园村带来的效益是明显的，当年全村

水稻的平均亩产就超过了 200 斤。分粮食的时候，村民们高

兴地说：“还是百忠书记说得对，要过好日子，只有自己干。”

但冯百忠的心里还是觉得不满意，水稻亩产 200 斤虽然

已经不低了，可桃园村村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如能彻底解

决水的问题，亩产还会更高。于是，他把目标锁定了村里的

万团岙，他决定要在这里建一个水库。于是，村支部扩大会

议又在他家里召开了。筑水库的想法一提出，大家就热议开

了，有个干部说：“冯书记，你说造水库好是好，可钱从哪

里来？”此话一出，其它人纷纷点头，冯百忠笑笑说：“没

有钱，要说有的话，你的力气，我的力气，还有全村群众的

力气就是钱。”“你是说不用搅拌机，不用钢筋水泥，全部用

就近的泥石筑坝？”“对，我们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全部用我们的肩胛挑、抬、扛，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够三

年，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结束。”冯百忠这么一说，大家

也就明白了，纷纷表态说：“冯书记，你就决定吧，什么时

候开工？”“晚稻收起后就动工。”

1957 年冬一个漫天飞雪的早晨，在万团水库工地上，腰

里扎着一块“搭肩布”、卷着裤脚赤着脚的冯百忠挑起水库

开工后的第一担冻土，将它倒在了库坝的坝基上。此后 5 年

间，桃园村的村民在冯百忠的带领下，不论寒暑，甚至连大

年三十的晚上，都奋战在万团水库的工地上。

据该村 87 岁的老党员孙居铨回忆，当年在挑万团水库

时最辛苦的人就是冯百忠，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工地，又是

最后一个离开工地。作为总指挥，冯百忠给自己规定每天要

挑 100 担左右 120 斤以上的土，在完成任务后，他还要到工

地的各个角落巡查工程的质量，要安排明天的工作，还要就

发现的问题连夜召开干部会等等，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往

往已是下半夜，于是他就赶紧回家“眯”一会，最多两小时，

天未亮，又第一个来到工地上。他因为工作忙，以至无暇顾

及小儿子冯旗的红眼病，待他有一天想起要带儿子去看一下

医生时，已经晚了，从此冯旗的眼睛落下了一只 1900 度、1

只 2000 度的后遗症，给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便。

万团水库建成后，可以说已基本解决了全村农田的灌溉

用水难题，使村里的双季稻轮作成为现实，粮食产量也达到

了六七百斤，从而大大缓解了全村村民口粮不足的老大难问

题。



一直以来困扰桃园村缺水的难题解决了，有人以为冯书

记这次该歇息一下了，谁知冯百忠还是不满意，这天晚上他

又把支委和村干部召到了家里，对大家说：“我总觉得我们

村粮食亩产的潜力还没有完全挖出来，问题在哪里？在于肥

力薄，只要肥料足，亩产一定能上去。”大家觉得他说的有

道理，便问：“冯书记，你说怎么办？”冯百忠说：“到外面

去积肥。”

数天后，冯百忠就撑着一只大船，带了孙居铨等几个村

民到东关、绍兴等地去积肥，所谓的肥就是城里人垃圾堆里

的烂泥、菜叶、死动物、灶灰等，只要能腐烂的、可肥田的

东西他都要，当时船上积肥的工具少，冯百忠就经常用手去

捧、去挖。有一次到一户人家捅灶灰，为了把烟囱中的灶灰

捅下来，他竟钻进了灶肚里，没料正好有一团灶灰掉下来，

落在他的头上，出来时，除了两只眼睛的眼白能看到，整个

人几乎变成了黑人。在冯百忠的带领下，桃园村的村民也都

行动起来，大家走出村庄，或撑船，或挑箩，或背筐，到四

邻八乡去积肥。肥料施在田里，收获时便见分晓，亩产又增

加了几十斤。有村民开玩笑说：“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冯书记上任后，则干了三件事，车水，积肥，筑水库。把粮

食亩产从百把斤，一下子提高到五百斤以上，桃园村有冯书

记领着我们干，我们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二、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带好这个头

桃园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 1 亩多一点，水和肥料

的问题缓解了，可土地面积是硬碰硬的数字，是没法增加的。



但冯百忠觉得有办法，他要从遍布在村田间地头的坟头上挖

潜力。桃园村人有个习俗，就是亲人去世后，都安葬在村四

周的田地中，年代一久，旧坟新坟，不断增加，到冯百忠任

书记时，村里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一个个坟包，这些坟包不

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还影响了观瞻和耕种收割的速度。冯

百忠有了迁坟的想法后，先去村里的各块田地间转了几圈，

然后又在一张香烟纸上画成了标记，在摸清情况后，他又把

支委和村干部召集到家里开支部扩大会，谁知，当他把迁坟

的议题一抛出，大家竟突然间沉默起来了，冯百忠知道遇到

难题了，毕竟，迁坟不是像车水挑泥和积肥那么简单，老话

说，人死之后，入土为安，现在要大家把去世亲人的坟头迁

掉，谈何容易？冯百忠是个急性子，见大家光坐着抽烟喝茶

不吭声，便说：“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同意迁坟也好，

不同意迁坟也好，都可以说。”一个支委说：“事情当然是个

好事情，桃园村现在都被坟头包围了，除了占用土地，我的

几个小孩子，晚上都不敢出门。”有个村干部接上说：“听说

绍兴有个村，耕田用上了拖拉机，一天能耕几十亩，像我们

村的稻田里，坟头像田螺一样多，拖拉机怎么开？”大家你

一句我一言，冯百忠一听心中有底了，便说：“迁坟是件大

事情，难度的确不小，但死人的事要管，活人的事更要管，

桃园村要发展，老老小小要吃饭，没有土地怎么行？”有个

支委表态说：“迁坟的事我同意，我担心的是村民工作有点

难做。”冯百忠说：“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和干部带头，我在这

里先表个态，桃园村第一个迁祖坟的，就从我家开始。”



次日一早，埋在桃园村一块田里的冯百忠家的 3 穴祖坟

开始迁移，迁坟前，冯百忠自己先在祖坟上开了土，然后，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当天就将祖坟迁到了村里的集中安葬

点。冯百忠一带头，村里的党员和干部便紧紧跟上，之后，

全村的群众也都行动起来，短短几个月时间，整个桃园村就

迁坟上千穴，腾出土地百余亩，原本散乱地埋在田地上的坟

包，现在变成了一块块平整的土地。连一开始对迁坟持反对

态度的村民也不得不说：“冯书记这个头带得好，现在的桃

园村不仅土地多了，看上去也舒服多了。”

要说冯百忠书记带头的事，桃园村的每个村民都可以说

上一长串：村集体土地少，冯百忠就把村里分给自己家的几

亩山林献出来给村里。村民兵连没房子，冯百忠又把自己家

的 3 间泥坯房让出来，给民兵连使用，他和 4 个孩子到妻子

工作的村幼儿园“打游击”。1962 年特大暴雨，冯百忠家的

3 间土瓦房都快漏倒了，但冯百忠来不及加固家里的房子，

就与两位乡干部一起跑到万团水库，发现水库的水位上涨非

常快，有一个地方已经漏水了，在这危急关头，冯百忠脱下

蓑衣，带头跳入水中，用身体抵住蓑衣和泥土，同时，叫一

位乡干部去村子里叫人，最后，经过大家一昼夜的奋力堵截，

终于解除了险情。

还有一件冯百忠带头的事，是桃园村村民举双手赞成

的。桃园村虽地处山村，但村里有个习惯，就是遇到儿女成

家时，要下聘礼和置办体面的嫁妆，有时家庭之间还要进行

攀比，这就给村民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作为村党支部



书记的冯百忠当然也看到这一点，于是，他决定要带一个头，

破一破这个顽固的习俗。正好，他的二女儿桂珍要结婚了，

他便把女儿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与她一说，俗话说知父莫若

女，桂珍说：“爹，你这样做定有你的道理，我们都听你的。”

冯百忠说：“也不是不给你嫁妆，但我给你的嫁妆是农具，

爹希望你一辈子不要忘记农村，一辈子不要忘记农民。”不

久后，桂珍出嫁了，冯百忠早早给她备好了一件蓑衣、一把

铁耙、一顶箬帽、一把铁铣等“四件套”。出嫁那天，他亲

自把这些“农具嫁妆”交给了女儿。

没多久，冯百忠的小女儿桂仙也要出嫁了，冯百忠给她

准备的“嫁妆”也是农具“四件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

的 3 个女儿出嫁，他都不办酒席，不请乡、村干部吃喝。这

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在当时的长塘乡，堪称一条家喻户晓

的“头条新闻”。许多人纷纷赞扬冯百忠的这个头带得好，

表示也要向他学习。冯百忠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

就要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给群众做样子，这样群众才

会信服你，拥护你。”

三、不要光低头种田，更要抬头看“天”

冯百忠这人文化不高，确切地说，他并没有上过学。后

来当了村支书，他才磕磕碰碰认了几个字。按他自己的话来

说，西瓜大的字还装不满一箩筐。这不到“一箩筐”的字，

自然是不够冯百忠用的，他二女儿桂珍提及，村里每次开会

前，她父亲总会有一段写字的“难产期”，因为很多字他不

会写，只好用符号来代替，有时吭哧吭哧写了大半夜，一张



笔记本的纸还未写满，却白字超过一大半。

没有文化的人走不远。由于吃足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便

促使了冯百忠要办学校的念头。可办学校得有校舍，桃园村

当时连村委的房子也没有，哪里有空余的房子呢？冯百忠

说：“我们自己造。”就这样，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东

拼西凑，因陋就简，3 间能遮风挡雨的泥墙茅草屋终于建成

了，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学校取名“桃园小学”，并

从附近的乡里聘请了老师。开学那一天，桃园村就像过节一

样的热闹，冯百忠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说：“桃园村要

发展，一定要培养好下一代。今后我们的国家是：耕田不用

牛，点灯不用油，百姓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

到那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行，所以说，我们的眼光一定要

放得远，不能光低着头种田，还要抬起头看‘天’，这个‘天’，

就是要叫我们看得高，望得远。”桃园村的村民相信冯百忠

书记说的话，于是便把适龄的学童都送到了学校，第一期就

招收了三十名。冯百忠的大女儿冯桂香当时已 11 岁，因当

地附近没有学校，她和同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此时还是个

文盲，桃园小学办起后，她终于有机会接受教育了。从桃园

小学创办以来，桃园村有数百名适龄儿童在学校接受了 1～4

年级的教育，这为桃园村今后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夯下

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桃园村的党支部书记，创办桃园小学，只是冯百忠

提出的“看得高，望得远”设想的一部分，其实，他自己就

是一个追求“看得高，望得远”的践行者。除了学习文化知



识外，只要有外出参观学习的机会，冯百忠都会争取前往，

以开阔自己的眼界，吸收先进的经验。有一年他被评上省劳

动模范后，去杭州领奖。会议间隙，他一人走出宿舍，走着

走着，竟走到了钱塘江大桥上，看到大桥造得如此雄伟坚固，

他被吸引了，正在低头察看时，忽然发现有一位解放军战士

站在他的身后，原来他的举动引起了这位正在执勤的解放军

战士的警觉，于是就把他带到值勤室，经询问并向有关部门

核实，才解除了误会。每到逢年过节，就有不少村民的外村

亲戚来桃园村做客，冯百忠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他们，

与他们拉家常，在攀谈中汲取外面的一些先进做法和经验。

桃园村青年孙居泽参军后曾立过三等功，退伍后留在一家兵

工厂工作，每次回家时冯百忠就会与他彻夜长谈。孙居泽说：

“冯书记这人特别好学，我每次回来，总要我谈谈外面的新

鲜事，有时还会从袋里摸出那个红封面的笔记本，记记画画，

他常对我说，‘我文化低，只能加紧学习，否则就跟不上形

势’。”孙居泽说的是对的，冯百忠所在的桃园村虽地处偏僻，

又贫穷落后，但冯百忠上任后，却不断干出一件又一件的大

事、新鲜事，如梯级抽水、建水库、造学校、迁坟头……使

桃园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不断迈上新台阶。

四、大家好，才是真正好

冯百忠是桃园村的党支部书记，可背后，有人却给他取

了个绰号，叫“呆百忠”，为什么“呆”：比如他看到村集体

收入单薄，就把自己家的那块自由山全捐给了村里，卖掉的

竹木山货给村集体用。桃园村村委没房子，每次开会，冯百



忠就把与会人员叫到家里，除了供应茶水，有时会开得晚了，

还要准备饭菜。村民兵连成立后没有活动场地，他干脆把自

己家的 3 间泥坯屋让出来，他和 5 个孩子到在村幼儿园当保

姆的妻子处“打游击”，直至 3 年后才“物归原主”。他的几

个亲戚看到冯百忠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有时会烧些时鲜蔬菜

送给他吃，他就会把这些菜送到工地上，分给大家吃，他自

己就喝剩下的汤。

冯百忠的小儿子冯旗也列举了父亲几件“呆”事情：村

里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战士，退伍后要成家

了，但因为家里穷，连床也没有，冯百忠知道后，本想把自

己睡的那张床给他，但自己睡的是一张旧床，于是，他就说

动一位村民把从地主家里分到的那张大床献出来，他再把自

己的那张旧床换给他，冯百忠和儿子从此就搭门板睡。

由于冯百忠经常把家里的米送给村里的贫困户，因此，

冯旗和哥哥姐姐只能吃番薯、萝卜和菜叶。有一次，他和哥

哥姐姐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到自己家捐给村里的自由山上

拔了三根“乌梢笋”，没料被父亲发现了，立即要他们把这

几把“乌梢笋”送回山林队，并要他们向护林员道歉，还烈

日下罚跪。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自从父亲当了村支部书记后，县乡

有什么分配物资到村里，他统统都批给村里的人，家里从未

享受过。不仅没享受，有时还要拿出去。有一次，两个村民

为一点山柴发生了矛盾，冯百忠听说后，立即赶过去做调解，

说：“你们也不要争了，我家里有。”说完，就把家里要烧饭



的山柴全背到了村民家。二女儿桂珍说，父亲当支部书记的

后期，乡镇企业开始出现了，当时县里乡里也有到村里招工

的，父亲总是把别人家的孩子介绍到企业去，我们也向父亲

提过这件事，可父亲说：“村里比我们家穷的还不少，他们

好起来，才是真正好。只要我在村里当支部书记，你们就别

想沾我的光。”

五、我们老百姓，也要算国家的账

1989 年的某一天，在桃园村的一条路边，一个老人佝偻

着身子正坐在一个小树墩上，老人一边移动着树墩，一边拔

着路边的杂草，他就是冯百忠。当时已经 72 岁的百忠老人，

已经从长塘乡工业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尽管严重的白

内障已使他看不清 1 米以外的人脸，但他还是想为集体干点

事。于是他摸到了村路上，路上杂草茂盛，不仅影响行人走

路，还容易藏匿蛇虫，他的孙女冯美琴就曾被草丛中的毒蛇

咬伤过，亏得救治及时，才没落下后遗症。

就这样，冯百忠一边拔着草，一边拿着树墩挪动着，他

把拔的草收起来，关照几个儿女，一半送到乡里的养鱼场喂

鱼，一半送到村里做肥料。但拔了几天，冯百忠再也拔不动

了，这一天，冯百忠趁自己还能走动，把多年来上级颁发给

他的奖状和劳模证书等都从墙上揭了下来，然后悄悄地藏起

来。几天后，儿女们发现家里的奖状和证书不见了，便去问

父亲，冯百忠说：“你们也不用找了，奖状和证书我都收起

来了。这是组织上给我的荣誉，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拿这

些东西去向组织提要求。”直至冯百忠去世后，家人也未曾



找到这些荣誉证书。

冯百忠因劳累过度于 1989 年 11 月在桃园村家中去世，

享年 72 岁。在去世之前，他叫来了有录音机的外甥女婿冯

兴潮，在他的帮助下，在录音机上立下了一段自己的遗嘱，

他在遗嘱中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姐姐、妹妹饿死”的苦难

童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自己的成长经

历，更对 5 位子女和孙辈提出了要求，教育他们要听党的话，

好好学习，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遵纪守法。

最后，他提出在自己去世后，要将他火葬，不要用棺材，

也不要用土葬。他说人死后如果都用木棺材，那要用掉多少

木材毁掉多少山林啊。而如果都用土葬的话，那又要浪费多

少土地砖块啊。“中国现在十亿多人了，土地禁不起浪费了，

我们小老百姓，也要算算国家的大账。”子女们按照父亲的

遗嘱，就在他去世后的次日，在乡政府开具了介绍信，送他

去刚刚新建的绍兴殡仪馆，为他实现了这个最后的遗愿。他

是绍兴市第一个自愿遗体火化的人，该村一位叫鲁元松的村

民被冯百忠的举动所感动，专门写了一副挽联缅怀他：“忠

心耿耿跟党走，百年火葬开先河。”

冯百忠走了，他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但是一代又一代的

新桃园人，正接过冯百忠老书记留下的接力棒，在桃园村这

方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书写着更加绚烂多彩的新篇章。



附件 2：

专题学习情况反馈表

党组织名称

会议日期
参会

人数

会

场

图

片

注：图片统一以电子格式，整个会议场景和主席台镜头各一张，粘

帖在表格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