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DAILY 地方观察·新乡2014年11月3日 星期一 统筹 李宜鹏 李虎成10 责任编辑 李晓舒

【核心提示】
个人出资 4000 万元为村里建植

物园，捐资1000万元兴建民生工程水
竹园，自己用的却是朋友淘汰下来的
旧手机，这个既“出手阔绰”又对自己

“抠门”的大老板，到底有着怎样的人
生经历和情怀？请看辉县市孟庄镇北
田庄村支书王国芳的“舍得人生”。

个人出资4000万
给村民建个植物园

秋高气爽，风轻云淡。走进辉县
市孟庄镇北田庄村，只见“道路两旁各
种风景树、奇石精巧别致，记者来到刚
刚落成位于村西头的植物园内，一群
孩子在园区的碾盘和石磙上上蹿下
跳，甚是高兴。

一块巨石上镌刻着 8个大字：“心
中无群众、不配当干部”，格外醒目。

“这些碾盘和石磙是农村废弃不
用的大碾盘和石磙，被收集到这里用
作歇脚的石桌和凳子，结果成了孩子
玩耍的好去处。”看着快乐的孩子，村
支书王国芳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

该植物园共分两期建成，由村支
书王国芳个人自筹资金所建。其中一
期占地 140余亩，投资 4000多万元已
全部建成，植物园内有两千年紫薇两
株，千年以上紫薇 30余株，三百年以
上各类名贵树种 300余株。目前二期
建设正在筹划中，届时将建水晶宫、月
季园、桂花园、水系等景观，供群众免
费欣赏游玩。

王国芳说，由于喜欢园艺，就在自
己的食品厂内建了一个小花园，共村
民休闲赏乐。村民们很喜欢，隔三差
五去小花园里转转，但时间一长便不
怎么来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大家觉得
不方便，怕影响食品厂的生产。

王国芳很感动，提出既然村民喜
欢，那么干脆自己出资在村头建一座植
物园，就当是全体村民的“后花园”。于
是，去年 10月，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
资金，再加上朋友的资助，用不到一年
的时间，建造了一个“桃花源”——北
田庄村植物园。

王国芳说：“老百姓不仅有物质追
求，还要有精神满足。只有物质丰富，
精神富有，才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刚开始筹建植物园时，遭到了家
人和亲朋的反对，为此，母亲生他几个
月气，不理他。毕竟自己几千万的投
入，将来免费开放，是个只亏不赚的买
卖。后来，看到全村人幸福快乐的脸
庞，家人也都释然了。

曾经“天天坐在奔驰车里”
他并没有感到幸福和快乐

今年仅 39岁的王国芳，经历却异
常丰富。1997年，从小就不“安分”的
他决定自己单干，开始在镇里的街边摆
地摊卖丸子汤，赚了点小钱后就开了个
小饭店，但这些生意只能让他勉强糊
口。后来他收过麦秸、收过废铁，2001
年七拼八凑借来的 8万多元投资开的
石英砂厂赔了个精光，当时他躺床上几
天，几乎崩溃，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
院。多亏街坊邻居的劝说和开导，他走
出了阴影，振作了起来。

2004年王国芳到孟电集团销售水
泥掘到人生第一桶金。发达后的他曾
一度膨胀，“不知道这么多钱该咋花。”
于是，他花了 200多万元买了两辆奔

驰车，一黑一白，换着开。但天天坐在
奔驰车里，他并没有感到幸福和快乐。

他开始观察周围，反观内心。让
自己成长起来的孟电集团就是最生动
的事例，范清荣、范海涛父子两代全国
劳模，为周围人奉献多少？郑永和、张
荣锁等身边一个个鲜活的无私奉献的
英模形象，让他羞愧难当。

他常说：“是孟电精神点醒了我，
是辉县英模们感召了我。”自己曾经感
受过生命中的无数次挫折和失望,受
到英模奉献精神的感召，让他更坚定
了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把温暖和爱心
传递给别人,让社会充满幸福和谐的
坚定信念。

想通自己的道路后，王国芳一点
没耽搁，连续出手，为乡亲们办了几件
大好事：修了路，逢雨天有水有泥的

“水泥路”一律硬化，成了宽阔平坦的
水泥路，“布袋路”、“断头路”全部打通
变得四通八达；打了井，找来专家进行
勘测打出深井水，村民们的生活生产
水源不再是“下水道”；发了物，逢年过
节自家有啥就给村民们发什么。

王国芳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

2008 年他高票当选为北田庄村村支
书。当选支书后，王国芳更是不忘家
乡父老，村委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来承
担，原来村集体外欠 40多万元的账也
还上了。逢年过节自己出资为每位村
民发福利是“规定动作”；资助贫困家
庭子女上学，从来不张扬；出钱买化
肥、种子、雇人为村民种地收割，也是
必选项目；村里的红白喜事，送头猪，
送 200斤大米，100斤食用油；为新建
房户免费送 50吨水泥……一年四季
还有不同的福利。

每年的村两委班子评议，满意率
都是 100%。用村民的话说：“国芳处
处都为我们考虑，这样的干部我们怎
能不拥戴！”

出手阔绰的王国芳
对自己却十分“抠门”

帮助乡亲，一掷千金；扶危济困，
动辄百万。这样一个“出手阔绰”的

“大老板”，对自己却十分“抠门”。
王国芳从兜里掏出手机打电话

时，经常令在场的人大跌眼镜：一个出

手阔绰的大老板竟然用的是那种早已
经过时的老款式，手机上的字母都已
磨掉，品牌也看不出来。

在记者的追问下，王国芳憨厚地
笑笑说，这是朋友淘汰下来不用的手
机，自己看着还能用，就拿来用了。王
国芳说，这种手机功能少、省电、待机
时间也长，“再贵的手机不就是打个电
话吗？”

“我现在虽然有钱，但每一分钱都
要花得明白，花得有价值，有意义！”受
孟电集团范氏父子的影响，王国芳也
养成了出差不住大宾馆，哪儿便宜住
哪儿，能赶回厂里就决不在外边吃饭
的习惯。

熟悉王国芳的人都说：
——“他这人没有不良嗜好，连

酒都不喝一口。”
——“从来不去娱乐场所，边都不

沾。”
——“光做好事，社会上乌七八糟

的事绝对没他的份。”
王国芳自己说：“做好事还做不及

呢，哪有心思、哪有时间去做坏事！”但
无论工作多么忙碌，他每天必须抽出
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现在他已经是
浙江大学的物理学和哲学硕士，也正
是坚持学习，让他在知识的滋养下不
断地成长。

而在众人面前,王国芳却很低调:
“每个人都有尊严,受到帮助的人同样
有自己的尊严,我只是尽自己所能让
身边人过得更好些。”

周围的朋友问他，你这么做，到底
图个什么？他的回答是：“没什么所图
的，只是觉得这样心里踏实。”

“要说有所图，我现在还真有了想
法！”王国芳对记者解释他现在接受采
访的动因，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榜
样、当成典型，但希望更多的人来效仿
他的做法，力所能及地去回报社会，影
响周围的人形成社会“正能量”，如果
每一个人都愿意奉献，我们的社会将
会更加和谐。

今年 7月份，他又捐资 1000万元
为辉县市民建了一块休闲绿地——水
竹园。在开工仪式上，王国芳说：“人
只要活着就要有价值追求与信仰，价
值追求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而活着。我
作为一名党员，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
的事情、能为社会带来更多温暖和热
量，这就是我的梦想和信仰。”

主体文化墙、书画作品
室、院史室，从古到今，从制度
到名人，从雕塑到字画……走
进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扑面而
来的是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

该院近期深入开展了“恪
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
洁执法”、“反特权思想、反霸
道作风”、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践
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主题系
列活动等。

通过开展文明服务活动，
认真梳理群众关切的热点问
题、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和迫
切要求解决的民生问题，面向
社会公开承诺为民办实事。

通过开展文明执法活动，
深化文明执法教育，引导检察
干警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
范的执法理念，开展“千封书
信问检风”活动，公开向社会
征集意见建议并积极整改。

该院干警还积极关心下
一代。截至目前，为少年宫建
设捐助资金 1万元，协调封丘
县解决资金7万元支持少年宫
建设，完善各类艺术活动器
材，音乐室、舞蹈室、美术室、
书法室已投入使用。

聘请专业教师定期为孩
子进行音乐、舞蹈、书法等辅
导授课，促进农村未成年人的
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开展
精神文明结对帮扶工作，继续
与贫困村建立帮扶对子，推动
城 乡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协 调 发
展。开展结对帮扶困难职工、
关心留守儿童成长。

每年的元旦、春节双节前
夕，组织干警向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和留守儿童
捐款，近年来帮扶慰问金 3万元，为留守儿童捐款
14000元，资助20名留守儿童。

该院把文明创建活动同检察工作紧密结合，
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
工作主题，发扬“崇法、守正、敬业、担当”的新乡检
察精神，恪守“人要精神，院要整洁，车要干净，事
要办好”的检察干警行为规范，切实提高执法水平
和办案质量，切实转变执法作风，提高服务水平，
提升队伍素质。

王国芳：“心中无群众，不配当干部”
□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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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无主”庭院现象，已成为城市管理的短
板，文明创建的难点，社会治理的盲区。新乡市卫滨区南桥办事处
围绕居民意见集中的“无主”庭院难题，问计于民，全力破解，初步探
索出了“无主”庭院管理的新模式。

孩子们在王国芳筹资建成的植物园里追逐玩耍。王运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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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新乡这
片热土始终“典型辈出、群星灿烂”，全市拥有
全国先进典型10多个，省级100 多个，市县两
级1000多个，被称为“新乡现象”。

如今，在新乡先进群体的影响和带动下，

众多新人见贤思齐，中原大地英模辈出，正在
形成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热潮。从本期
起，本版开设“星汉灿烂”专栏，陆续推出在新
乡先进群体精神鼓舞下，牧野大地不断涌现出
的新典型，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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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记者跟随新乡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艳走进新
乡市卫滨区南桥办事处锦绣社区

“ 无 主 ”庭 院 一 机 电 家 属 院 调
研。但见门岗内的一名小区志愿
者正在值班，6 个高清监控探头
覆盖小区各个出入口。小区门口

的墙上，张贴着小区财务公示，
门前道路整修等事宜已经列上日
程……

“小区现在有了业主委员会，
车辆规整了，卫生干净了，大伙儿
心里都很高兴！”小区自治业主委
员会成员白宝箴说。

卫滨区南桥办事处地处老城区，
辖区共有176个庭院，其中“无主”庭
院就有121个，比例占到近70%！

今年 4 月，南桥办事处以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探
索“无主”庭院整治工作。

本着“先易后难，积累经验，以
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思路，南桥办
事处最终探索出了三种管理模式。

其一，找“娘家”管。对曾有单
位管理、但原单位目前不愿管的向
阳路 45号院等 4个庭院，办事处多
次和原归属单位沟通协调，积极争
取原归属单位支持、参与其所属家
属院的物业管理，为“无主”庭院找
到了“娘家”。

其二，找社区托管。对群众基
础薄弱、自主管理意识较差的“无主”
庭院，结合庭院分布情况，按照就近
连片、联合管理的原则，将辖区内41
个“无主”庭院合并成 16个片区，办
事处每月投入近万元，由所在社区选
聘16名社区低保人员进行网格化管
理，改善了“无主”庭院的环境卫生状
况，解决了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

其三，让居民自管。对原企业
改制破产无力管理，群众基础较好
的解放大道南123号等5个庭院，通
过走访这些庭院居民中的退休干
部、热心群众，动员其牵头组织居民
选举产生了庭院业主委员会，实行
居民自治管理。

锦绣社区一机电家属院于2002
年竣工，现在住着150户居民。由于
原企业一机电公司已破产，小区内下
岗失业、贫困低保家庭较多，收不上
物业管理费，原物业公司也早已撤
出，致使该小区多年来无人管理。小
区垃圾箱损坏严重，垃圾不能及时清

运，墙壁乱贴乱画随处可见，杂物无
序堆放，电动车、自行车经常被盗。

白宝箴说：“过去小区没人管，
乱！3分钟的工夫就丢一辆自行车，
光我自个儿就丢了 3辆！现在让我
们自己管理，我觉得不赖，我的地盘
我做主嘛！”

今年 5 月，南桥办事处从居民
楼院环境卫生整治入手，开始尝试
对“无主”庭院加强管理。

每到周六、日，办事处组织社区
干部和志愿者服务队，集中清理庭
院内杂草杂物，粉饰楼院墙体，铲除
楼栋内外小广告，更新维修庭院内
垃圾容器。炎热的夏季，室外温度

近 40 摄氏度，即使站在楼道里不
动，也满身是汗。

在清理小广告和粉刷墙壁涂料
时，有人手上磨了泡，有人脚上扭了
伤，有人因高温中暑……这一幕幕
场景，一点点改变被群众看在眼里，
社区干部们用实际行动拉近了与居
民之间的距离。

在争取到多数群众的理解和信
任后，社区干部选择居民中有较高
威望、又比较热心的老党员、老干部
和青年志愿者，鼓励他们主动参与
到小区自治管理中来。

今年 70 岁的居民岳树胜是一
位老军转干部，表示愿意发挥余
热，为小区群众无偿服务。社区干
部与志愿者一起，分别登门入户与

居民面对面交谈。
有了热心群众的支持，经过一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今年 8月份，在
社区的帮助、监督下，经过群众民主
推荐、公开选举，一机电家属院顺利
产生了以岳树胜等 9名居民为代表
的一机电小区业主委员会。

“社区安定了，社会才能安定。”
锦绣社区主任王志艳对记者说。

老庭院没人管，3分钟丢辆自行车A

干部动手赢得居民理解和支持B

热心居民志愿参与小区自治C

三招破解“无主”庭院治理D

“无主”庭院咋管理?
□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新乡市检察院的志愿者们在社区清除“牛皮癣”。
连丽娟 摄

整治后整治后，，南桥办事处新建南桥办事处新建
社区老旧脏乱的建三北院变干社区老旧脏乱的建三北院变干
净了净了。。 魏魏 华华 摄摄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