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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追授黄文秀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2019 年 6 月 26日，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驻村第一书记

黄文秀同志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

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

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

弘扬正气，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锐气奋斗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党中央决定，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黄文秀，女，壮族，广西田阳人，中共党员，1989 年 4

月出生，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

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16 年 7

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同年同月成为广西定向选调

生，被分配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挂任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党委副书记；2018 年 3 月起

担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2019年 6

月 16 日，黄文秀同志利用周末回田阳县看望病重手术不久



－2－ 

的父亲后，因暴雨心系所驻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连夜开

车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山洪暴发不幸遇难，年仅 30岁。 

  黄文秀同志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代表，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先进典型，是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血汗、忘我奉献

的基层党员干部的缩影。她求学时积极上进，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基本理论，到贫困村任职第一

书记后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

践，向驻村群众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和乡村振兴

的重要论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边远山区落地生根。她始

终把党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毕业时放弃大城市工作机

会，毅然回到家乡革命老区百色工作，并报名到条件艰苦的

边远贫困山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一线倾情投入、

默默奉献，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她把扶贫之路作为“心中

的新长征”，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遍访建档立卡贫困户，手

绘“民情地图”，往来奔波于崎岖的山路，跑项目、找资金、

请专家，组织贫困户成立互助组，建立电商服务站解决农产

品滞销问题，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带动了全村整体脱贫。

她对群众满怀深情、真诚质朴，虚心向老村支书请教群众工

作方法，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发挥自身法学专业优势，

积极为村民化解矛盾，赢得了群众普遍信任。她性格坚毅、

自强自立、克己奉公，尽管父母长期患病，家境困难，却从

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尊敬孝

顺父母，热心帮助他人，用人格力量感染和温暖身边每一个

人。黄文秀同志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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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奉献之歌。 

  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都要向黄文秀同

志学习。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对党忠诚、牢记使命，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自觉把人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同

步伐、与人民共命运，积极投身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和

工作中去。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心系群众、担当实干，勇于

到条件艰苦的基层一线挥洒汗水、无私奉献，真心实意为人

民群众干实事、谋福祉。要像黄文秀同志那样脚踏实地、昂

扬向上，深怀饮水思源的感恩之心，砥砺攻坚克难的进取之

志，勇立潮头，奋力拼搏，用激情和汗水书写亮丽青春、创

造辉煌业绩。 

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纳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

来，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和青年同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主动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谱写新的华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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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追授黄文秀“时代楷模”称号 

 

  新华社北京 7月 1日电 中宣部 1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黄文秀的先进事迹，追授她“时代楷模”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向她的家人表示

亲切慰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

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

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同志自愿回到百色革

命老区工作，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她时刻

牢记党的嘱托，赓续传承红色传统，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铿锵誓言。她自觉践行党的宗旨，始

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装在心间，推动实施百坭村村屯亮化、

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

为村民脱贫致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2019 年 6 月 17 日

凌晨，黄文秀同志在突发山洪中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岁

的宝贵生命。黄文秀同志被追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脱贫攻坚模范”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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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时间，黄文秀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社会上

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黄文秀同志是在脱贫攻

坚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楷模和先锋模范，是用生命坚

守初心使命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广大党员和青年表示，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广泛开展向黄文秀同志学习活动，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伟大事业，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以一流业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

于追授黄文秀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

黄文秀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妇联、国务

院扶贫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有关负责同志，黄文秀的亲

属、同事、同学，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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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学习笔谈： 

以榜样之光照亮为民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

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乡投身脱贫攻坚，献出了

年仅 30岁的宝贵生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黄文秀同志

用担当奉献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98年来，正是

一代代像黄文秀一样的共产党人始终心系人民、忘我奋斗，

我们党才能赢得民心，不断发展壮大。以榜样为镜，向榜样

看齐，9000 多万名共产党员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切实为群众

排忧解难，就将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力量。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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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无悔——追记用生命 

坚守初心和使命的青年共产党员黄文秀 

 

  她的一生，定格在芳华绽放的 30 岁。 

  她北师大硕士毕业，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

乡革命老区百色；她选择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双脚扎

进泥土，为群众脱贫攻坚殚精竭虑；她忍痛告别重病卧床的

父亲，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面对危险坚定前行，不幸遭

遇突如其来的山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她就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

黄文秀。 

  璀璨的青春岁月，如流星般划过，闪亮夜空。壮乡内外、

网上网下，无数人深情缅怀，有无尽的哀思，更有对这位年

轻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深深敬仰。 

  笃定前行：朝着受灾群众的方向 

  每当进入雨季，广西百色大石山区时常遭受洪涝、塌方、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侵袭。6月 16 日晚，电闪雷鸣、暴雨倾

盆，一条从百色市通往乐业县的山路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

黄文秀在驾车返回乐业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车窗上的雨刮高频地刮动，车灯下却看不清前行的路，

只有滚滚洪水从眼前涌过……从黄文秀用手机最后拍下的

画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危险。 

  在单位的工作群里，同事们纷纷给黄文秀留言：“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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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赶快掉头！”“注意安全！”“不要走夜路……”然而，

凌晨 1点以后，群里再也没有了黄文秀的回复，她的电话也

拨打不通…… 

  很多同事一直关注着黄文秀的消息，大家的心都紧紧地

揪着。同事成明说，17 日一早得知凌云县路段发生塌方，有

车辆被山洪冲走，她和几个同事立即赶去塌方现场，此时黄

文秀的名字已出现在失联人员名单中。 

  救援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等待的时间是煎熬的，黄文秀

的家人、同事、朋友、村民的内心仍然抱有希望。然而，6月

18 日传来的却是噩耗。 

  同事们的劝阻，父亲的挽留，都没能留住黄文秀。 

  黄文秀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做完第二次肝癌手术的父亲，

看着天气突变，16 日急着返回百坭村。病床上的父亲非常担

心：“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现在开车回村里不安全，明

早再回吧？” 

  “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

了。”面对父亲的挽留，黄文秀叮嘱了一句“按时吃药”，

便启程回村。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

一句话。 

  一路上，她不断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联系，询问当

地雨势和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要立即组织

群众防灾救灾。 

  回忆起当晚的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几度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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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她想着的是村里的灾情……” 

  青春选择：“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性格开朗活泼。同学们对她的印象

是：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写得一手好字，有一点

时间就专心致志地学画画。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热情阳光

的感染力。 

  2016年毕业季。位于人生十字路口，不少同学都在为找

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操心。黄文秀也有许多选择，但她没有

留恋都市的繁华，毅然回到革命老区百色，作为优秀选调生

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 

  百色位于广西西部，自然条件较差，是广西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之一。2018 年 3 月 26 日，黄文秀响应组织的号召，

到乐业县偏远的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

科科长何小燕回忆：“单位就驻村工作征求她意见时，她毫

不犹豫答应了。她父亲患癌症病重的事一句也没提，当时我

们都不知道。” 

  有同学问过她，为什么要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偏

偏回到贫穷的家乡？她回答：“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

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黄文秀为什么坚持要做那个“要回来的人”？百坭村

贫困户黄仕京与黄文秀有一段对话。 

  黄仕京问：“大家都说你是北京毕业的研究生，你为什

么到我们这么边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说：“百色是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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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

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 

  黄仕京的一儿一女都在读大学，生活困难，黄文秀帮他

的孩子申请了助学的雨露计划。黄仕京要求孩子在学校好好

学习，积极争取入党，在广西医科大上学的女儿已经向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了解黄文秀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由于父

母亲身体不好，家境贫寒，黄文秀通过国家的助学政策完成

了学业，上大学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以自己品学兼优

的表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黄文秀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

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

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

为民族、为社会作出贡献。” 

  黄文秀的父亲理解女儿，也支持女儿的选择：“你入了

党，就要为党工作，回到家乡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投身扶贫事业后的黄文秀将自己

的爱美之心悄悄地“藏”了起来。她北师大的师妹、南宁市

第十八中学教师蒋金霖说，在北京读书时，文秀总把自己打

扮得漂漂亮亮。但当了驻村第一书记，她就收起了漂亮的裙

子，穿上运动装在山野村屯间奔忙，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乡土

气息。 

  这个爱笑的姑娘甚至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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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同事多次关心她，热心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的回答是：

“等百坭村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爱一回，

让乡亲们做证婚人。” 

  脱贫攻坚：“我心中的长征” 

  石山林立的百坭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 472 户中有 195

户贫困户，11 个自然屯很分散，最远的屯距村部 13 公里，

好几个屯都在 10公里以上。初到村里，黄文秀碰了“钉子”。 

  “我们这里穷了那么多年，真的能脱贫吗？”“你一个

女娃，能行吗？”一些村民议论纷纷。黄文秀一开口就是普

通话，敲贫困户的家门时甚至会吃“闭门羹”。好不容易进

去了，打开笔记本，群众却不愿多说。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打开工作局面，黄文秀急

得哭鼻子，晚上回到宿舍整夜睡不着。 

  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要从内心把群众当亲人，急他们

所急想他们所想，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黄文秀请教有驻村

经验的同事和村里的老支书，悟出了道理。很快她改变了工

作方法，到贫困户家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而是脱下外套

帮助扫院子干农活；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里，帮他们摘

砂糖橘、种油茶，一边干活一边唠家常；她不说普通话了，

学着说方言…… 

  贫困户黄邦旋想申请低保，因不符合纳入低保的条件，

未能如愿，就不给黄文秀开门。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

门，黄文秀打起了“亲情牌”：“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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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黄文秀耐心地做黄邦旋的思想工作：国家扶贫政策多得

很，何必就盯着低保政策？靠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要脱贫还得加油干，不等不靠自己干出来才光荣。讲通了道

理，黄邦旋脸上有了笑容。黄文秀帮助他争取到 7000元产业

奖补资金种水果，老黄一家顺利脱贫。后来，他们一直以兄

妹相称。 

  53 岁的贫困户韦乃情面对记者，泪水在眼里打转。老韦

清楚地记得，黄文秀往他家里跑了 12 次，细心了解实际困

难，分析贫困原因，商量对策，帮他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种植

了 20亩油茶树，2018年顺利实现脱贫。 “她一心一意帮我，

像我女儿一样！” 

  黄文秀周末经常不回家，走访了全村所有的贫困户，还

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每一户的住址、家庭情况、

致贫原因等，都一一标注在笔记本中。 

  群众从开始接纳黄文秀，到打心眼里喜欢她，敬重她。

一些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女娃娃还真是难‘缠’得很哩!” 

  山路太远，黄文秀还不时要去镇里、县城开会，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用。今年 3 月 26

日驻村满一年，汽车仪盘表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

里，当天她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黄文秀曾对朋友说：“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

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前行？”“作为驻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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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坚守使命：干出一片新天地 

  扶贫之路充满艰辛。黄文秀白天走村串户遍访贫困户，

分析致贫原因，晚上与“村两委”研究脱贫对策，制定工作

方案全力推进。夜深了，她一个人孤零零住在村部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她给村里的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百坭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要实现精准脱贫，基础设施是关键。百坭村有 5 个屯交

通困难，虽然多年前通了砂石路，但连年雨水冲刷，路面已

破损不堪，雨季陡峭路段连摩托车都无法通过，不仅影响出

行，而且制约产业发展。 

  黄文秀心急如焚。村干部记得，那段时间她带着“村两

委”班子熬夜做方案、拿对策，到镇里、县里申请项目，扎

扎实实组织实施。目前，两条路已经修好，其余 3 条已经列

入乐业县 2019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没有脱贫产业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山里产

业短缺问题，黄文秀带领村干部和群众学经验、找路子，立

足当地资源，大力发展杉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特色产

业，请技术专家现场指导，挨家挨户宣传发动，鼓励党员带

头示范。 

  对接市场是实现贫困群众增收的关键环节。百坭村砂糖

橘从 500 多亩发展到 2000 亩，为打通销路，黄文秀多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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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把客商邀请到村里来，甚至在微信朋友圈发销售信息。

云南、贵州等外省果商来到村里，一次性收购几万斤砂糖橘。

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把村里道路塞得满满当当。 

  黄文秀还建立了百坭村电商服务站，2018 年电商销售砂

糖橘 4 万多斤，销售额 22 万元，种植砂糖橘的贫困户每户

增收 2500余元。 

  在黄文秀帮助下，村民黄美线贷款买了榨油机，做起了

小型农产品加工，成功脱贫。黄美线伤心地说：“文秀有什

么事都帮我，我脱贫了，她却不在了。多好的姑娘，多好的

书记！” 提起黄文秀，韦乃情这位壮族汉子红了眼眶：“前

几天黄书记还来我家取走我孙子的住院报销材料，现在钱到

账了，她却再也回不来了。” 

  黄文秀的奔忙带来了她渴望的收获，昔日的贫困山村发

生了变化。2018 年，百坭村 88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

生率从 22.88%下降到 2.71%。 

  6月 14日，黄文秀穿着印有“第一书记黄文秀”的红色

马褂，双手撑在黄土上，爬到河沟边查看暴雨冲毁的水利设

施，当晚就组织村干部制定了抢修方案，计划回村后立即实

施，不影响群众生产。 

  这是她在村里留下的最后背影。 

  忠于信仰：“她是我们青年的榜样” 

  6月 22日上午，百色市殡仪馆，黄文秀的骨灰安放在鲜

花翠柏丛中，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告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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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一位瘦弱老人久久地凝望着上方的遗像，老泪纵横。

他是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 

  黄文秀生前最后发的朋友圈中，展示了她买给父亲的营

养品。身患癌症的父亲明白，除了脱贫大事，女儿最惦念的

就是他的安康。 

  经过两次手术的黄忠杰吞咽困难，但他说自己一定会坚

强：“我现在每天都努力吃东西。虽然很难吃下去，为了让

文秀放心，我也要拼命吞下去……” 

  父亲曾这样对女儿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

黄文秀选择回到家乡工作，他很欣慰，常常叮嘱她认真为党

工作，为群众办事。面对前来慰问的干部，黄忠杰谢绝了慰

问金：“我们不能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这些钱，村里的扶贫

用得上。” 

  父亲懂得女儿的孝心，对女儿帮他圆了第一个心愿而倍

感自豪。老人家多年来都想“看看天安门”，黄文秀大学期

间边读书边做兼职，省吃俭用存下路费，把父亲接到北京，

帮助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然而，黄文秀没有机会实现父亲的另一个心愿了，老人

家还想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姐姐黄爱娟含泪说：“妹妹

请你放心，爸爸的心愿姐一定替你完成。” 

  望着手腕上的银手镯，黄文秀年过六旬的母亲悲痛不已。

今年妇女节，黄文秀给妈妈买了这一礼物，手镯内侧刻着 4

个字“女儿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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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秀的同事、同学、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懂事的姑娘

深深地爱着她的父母和亲人。但是，作为第一书记，她心里

始终装着村里的贫困群众，为了群众，她常常顾不上亲情。 

  蒋金霖说：“文秀回到家乡参与扶贫是为了知恩反哺，

她懂感恩，她对初心的坚守令人敬佩。” 

  陈月香和黄文秀同一批到乐业县的贫困村任第一书记。

她们曾经在一起聊驻村工作心得，共同感受投身脱贫攻坚的

艰辛，以及看到群众摆脱贫困的喜悦。陈月香回忆说，夜深

人静时，黄文秀会拿起吉他，对着天空的繁星轻声唱几句自

己喜欢的歌。 

  “文秀的生命正值芳华却戛然而止，令人无比伤痛。她

坚守初心使命，用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无比忠

诚，无愧于‘时代楷模’的称号。”黄文秀的好友、曾经在

百色凌云县上蒙村担任过第一书记的路艳说，“她是我们青

年的榜样，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担当作为。” 

  “芳华虽短，但灿烂地绽放过，馨香永存！”黄文秀去

世后，她的朋友李黎看着文秀的画作，忍不住泪流满面。黄

文秀留下的两幅画，一幅是父亲背着小女儿的素描，画面温

馨动人；另一幅水彩画上，金黄的向日葵正迎着阳光绽放。

（记者徐海涛、屈辰、何伟、农冠斌、卢羡婷、朱丽莉）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