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亩 地变化之三

同样一亩地，过去收入五六百，如今收入五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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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0日，裴春亮“被迫”回到位
于太行山脚下的省级贫困乡辉县市张
村乡裴寨村当“村官”就整整10年了。

这样一想，现任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的裴
春亮有些恍惚。

如果当初不是为裴寨村的乡亲盖起这些
房子，哪会有这10年间的事儿？

裴春亮是个知道感恩的人。他忘不了父
亲去世时，是全村人砍了村头的那棵树，帮助
父亲入殓；他忘不了最难的时候，他带着侄儿
侄女到村里吃“百家饭”。

因此，在村民们的强烈“呼唤”下当选为村
委会主任后，裴春亮眼瞅着村民们一辈子就愁
急个房子，索性一咬牙一狠心，自己一边挣钱
一边为村民们把房子建了。心想：把大事儿解
决了，村民们的日子就安心了吧？

可是，裴春亮却无法安心。
为啥？
乡亲们不能住着新房子，饿着肚皮子；村

民得有活儿干，有钱儿赚；村里原本就几百口
人，成立社区后，增加了1万口人，这么多人的
日子咋办？腰包鼓了，精神也得丰富起来……

从简单的报恩，到把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当
成一种责任，这 10年，裴春亮一刻也无暇停
歇。前前后后，他为裴寨发展拿出自己企业挣
得的资金已达1亿多元。

于是，裴寨人住上了免费小洋楼，村里装
上了路灯，打了深水井，修了引水灌溉工程，建
了新社区，发展了温室大棚，修建了商业街，建
成了引水灌溉渠，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在不少人的眼里，裴春亮是个有钱人。
可裴春亮说，不能光做有钱人，关键要做

“值钱人”。
4次换届选举，裴春亮没有一次在现场，

却4次都高票或全票当选。
这说明啥？
裴春亮说，这说明老百姓信任我，把过好

日子的希望放到我肩上。冲着这份信任，我不
能让他们失望。

10年过去了，裴寨变了。昔日的省级扶
贫开发重点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以
前是找不到几个富起来的人，现在是找不到几
家贫穷的人。

作为新乡先进群体代表人物之一，裴春亮
说自己也是新乡各个先进典型的粉丝。

裴寨村里的股份制企业——春江水泥建
在卫辉市唐庄镇。有空儿的时候，他就去找自
己的“偶像”——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聊聊
天。裴春亮说，跟吴书记聊天，就是充电。

那天，裴春亮去找吴金印时，正碰上吴金
印去外地考察太阳能项目刚回来。裴春亮心
疼地问：“你这么大年龄还这么干，图啥？”

那一刻，年逾七旬的吴金印沉默了足足半
分钟，然后看着远方说：“图啥？就为让老百姓
都过上好时光。”

那一刻，给裴春亮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他说：“这10年，因为裴寨，党和群众给了

我很多荣誉，还把我推选为这模范那模范。下
一个10年，下下个10年，只要乡亲们需要我，
我就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干，一定让他们都过上
好时光。”

4 月 6 日，裴寨社区 75 岁的老人郭宝
运跟孙子一起吃午饭。看到有人来，赶紧
打招呼。

郭宝运老人有 3 个儿子，一个在外地
工作，两个在村里。没搬进新村之前，家里
最值钱的就是 3间破土房了。

夏天天热，一到饭点，老人喜欢跟邻居端
着碗出来，坐在街边，边吃饭边拉家常。拉得
最多的就是，这一眼看不到底的穷日子。

2008 年，裴春亮出资 3000 万元，不占

一分耕地，削平荒山建设了配套设施齐全
的裴寨新村，让全村 160 户村民一户不落
告别土坯房住进两层小洋楼。

郭宝运的两个儿子分得两套房子。如
今，不愁住房的问题了，大儿子做起了木材
加工生意，老二干起了建筑活儿，日子越过
越红火。

“现在吃饭都在家吃，家里有空调，冬
不冷夏不热，谁还估堆（蹲）街上吃啊？”说
起现在的生活，老人满意着呢。

变化之二

过去 5小时才能挑满一缸浊水，如今家家自流深井甜水

吃 水

裴寨缺水，村民们盼水盼了几辈子，家
谱排辈，用的都是带“水”的字：清、龙、泉、
雨、海……

2005 年以前，裴寨村完全靠天吃饭，
人畜饮水、灌溉基本靠雨水。裴春亮说：

“人家村里的小麦亩产 800斤到 1000斤，裴
寨村才 200 多斤，就是因为缺水。我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我知道农民最需要啥。”

裴寨过去有多缺水？裴春亮结合自己
的亲身经历，给记者讲了一件事。“我过去
开过理发店，1985 年，我找村里几个师傅

学艺，但师傅不肯教。我就想了个办法，天
天给他挑水，从凌晨 2点钟一直挑到早晨 7
点钟，才把理发店的水缸挑满。挑了十几
天，终于打动了师傅，允许我站在旁边看。
为啥 5个小时才能挑满水？因为全村就一
口井，凌晨 2 点钟起来还要排队。”裴春亮
说，由于井里的水不多，一桶下去只能刮上
来小半桶，一半还是沙。

如今，裴春亮为村里打了深水井，家家
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没水吃的时代，已经
同那片老宅基地一起渐行渐远了。

这段时间，正是草莓成熟的季节。
裴寨社区的温室大棚里，村民赵万民种

的草莓不用做广告，每个周末都能迎来不少
观光游客带着孩子来采摘。大人门票30元，
小孩20元，随便吃，带走的话，每斤30元。

村里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裴龙翔
兴奋地告诉记者，你秋天再来，我们培育的
火龙果就该上市了。

“不能让老百姓住着新房子，饿着肚皮
子 。 得 让 村 民 个 个 有 活 干,大 家 都 有 钱
赚。”裴春亮多方筹资建起了日生产能力
4500 吨的春江水泥有限公司,让裴寨村民
除人人参股后,还组织他们将裴寨老村整

体拆迁改造，围绕土地做文章。
经过多方考察,裴春亮觉得，只种小麦

玉米没有多大的发头,必须发展高效设施
农业,让有限的土地发挥出最大效能。

为引领群众发展大棚,裴寨社区党总
支组建了裴寨蔬菜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菜农解决资金、技术、销路等难题。目
前，裴寨已经发展了 1500 余亩高效农业，
建成各类温室 750 余座，共有 350 余户、
1250 多名居民从事高效农业种植。裴寨
村民每亩地种植普通粮食作物时只能收入
五六百元，而种植无公害蔬菜能收入 2 万
多元，种植鲜切花则高达 6万多元。

每到放学或者周末，在裴寨社区院内
宽阔的广场上，总能看见成群结对玩耍的
孩子们。

各种玩具、轮滑……城市里孩子们喜
欢玩的，这里一样也不少。

事实上，除了孩子们，社区群众一样有
这样的感受。

早在建造裴寨新村时，裴春亮就同时
为村民们配套建起了卫生所、幼儿园、超
市、体育场及休闲绿地等。

走进裴寨新村，小区中随处可见的“文
化石”独具特色。“孝不是明天的事,是今天
的事,是现在的事”“有文化,勤劳动,受人尊

敬,一点汗,一点爱,一分光荣”“小成功靠个
人,大成功靠团队”……

清晨,人们自发拿起扫帚,把新村打扫
干净；晚上,村里的退休教师利用电教室,播
放电影、戏曲、科教片,教老人识字……

在解决了村民们的住房和就业问题
之后 ,裴春亮把目光放在了村民文化和精
神层面的提升上。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
号的裴春亮 ,提出了“情德法治村”的口
号。

各种配套设施在丰富裴寨村民闲暇时
光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裴寨人的生活方式
并提升着他们的道德修养。

顽 童变化之四

同样是裴寨的顽童，玩儿的“概念”已大不同

厨 房变化之五

以前樊立宝家的厨房只是个土棚，现在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

4月 8日，裴寨社区樊庄小区居民樊立
宝正在厨房里做饭。

就在一年前，樊立宝家的厨房还是个
风雨飘摇的土棚。厨房没有门，山里的石
头就着黄泥搭起了 3 面墙，房顶上只搭了
一排胳膊粗细的木料。为了防雨，房顶内
侧铺了好几层颜色各异的塑料膜。

2010年，眼看着仅用了 5年时间，裴春
亮带领裴寨村民一起，将这个小山村从一
个省级贫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裴寨村所在的张村乡党委、乡政府果断决
定，以裴寨村为依托，在村东部继续挖平山
头建设裴寨社区，规划本乡 23 个行政村
2837 户 10130 口人入住新型农民住宅社
区。当年，裴寨村正式更名为“裴寨社区”，
裴春亮担任党总支书记。

去年春天，樊庄小区落成，樊立宝一家
人搬进了 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我现在跑
运输，专给春江集团运熟料。这可都是沾
了裴书记的光啊！”

春暖花开，裴寨水库经常吸引不少周
边的城里人前来垂钓。

换作 10 年前，你跟人说裴寨能钓鱼，
对方一定会说：“你做梦吧？”

是啊，当地百姓谁不知道裴寨地处太
行山区，常年干旱，以前吃水困难，种地“望
天收”；但若稍微遇到大雨山洪，却又房倒
屋塌、庄稼绝收，让人苦不堪言。

干旱缺水一直是影响裴寨经济发展的
短板。2011年 3月，裴春亮带领群众利用裴
寨老村天然深沟开始建设裴寨社区拦洪蓄
水水库，于 2013年 7月完成首次蓄水。工程

投资 6200万元，除去政府支持、群众捐款的
1000多万元以外，剩余资金缺口全部由裴
春亮承担。水库建成后，能让周边乡镇的 3
万多口人近 2万亩耕地受益，还能浇灌裴寨
社区 5000亩蔬菜花卉种植基地。

水库的建成，将彻底解决当地的干旱
缺水问题，满足村民农业生产需要。此外，
裴春亮还请来专家，依托山水，规划发展特
色旅游和观光农业，发展水产养殖、垂钓休
闲、水上娱乐、农家餐饮等六大产业，同时
可提供近万个就业岗位，确保进入社区的
所有劳动力“人人有活干，天天有钱赚”。

风 景变化之六

同一角度拍摄，变幻的绝不仅仅只是风景……

变化之一

过去都是“估堆”街头，如今餐厅餐桌可讲究

吃 饭

到

一个山村的十年蝶变
□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本报通讯员 裴龙德

◀裴寨社区
第二期工程新建
的居民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