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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党建就是拔穷根”
——新乡市辉县张村乡裴寨村蝶变探秘

宝泉旅游度假区风光 梁翰奇摄

裴寨村一角

裴寨温室大棚的鲜切花种植 裴龙德摄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

仆；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第十次党代会报

告上也强调，我们要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带

领全省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

活，增强人民群众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出彩中的获得感。

中央有要求，裴寨有行动。近年来，辉

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带领群众修建引

水灌溉工程、发展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等，

让群众过上了好日子。不仅如此，村党支

部书记裴春亮还出资8000万元，为辉县

太行深山区贫困群众援建花园社区。

裴春亮说，裴寨村民能过上今天幸福

的生活，就是源于抓基层党建工作。党建

抓好了，干部群众“人心齐，泰山移”，才能

让全村从一盘散沙到化掌为拳，思想统一

了，村里的发展自然能步入正轨。

【“要是把房子问题解决了，大家就能
好好挣钱过日子了。”裴春亮思考再三，决
定投资3000万元，推平村口的荒山，无偿
为全村村民建造160栋两层小楼及小学、
幼儿园、体育场、卫生院等配套设施】

在裴寨村，46岁的村民张荷花说起丈
夫和儿子这父子两代人娶媳妇的差别，感
慨特别多。

“过去是三间房、四道墙、中间没有一
根梁，一百块钱盖座土坯房。年轻姑娘谁
愿意嫁到这里？”张荷花笑说，“俺当年就是
因为受骗才嫁过来的。”而两年前，张荷花
的儿子结婚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亲家一听
小伙子是山区农村的，不同意，没想到亲自
来裴寨看一趟，比城里都不差，当即就同意
了。

在裴寨村史馆房顶上，竖着“乡亲不富
誓不休”的铮铮誓言；社区入口处上方，还矗

立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听党话、跟党走，同
创业、共致富”……这些鲜红的大字，是裴春
亮的座右铭，也成了裴寨村党支部奋斗的目
标。

2005年 4月，裴寨村在连续九年村主
任缺位的情况下，从村里走出去的“能人”
裴春亮被老书记裴清泽带着党员群众一
起硬“拉”了回来。

“乡亲们的信任如千斤重担压在我的
肩上，我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上任后，
裴春亮个人先拿出150多万元为村民安路
灯、修道路、打水井、购买大型农机。对裴
寨村考上高中、中专、大学的学生，他个人
出钱给予2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

村里的发展，光靠自己接济可不行。
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带着群众富起来，必
须健全党组织，有事儿大家一起商量。看
到春亮愿意回家乡作贡献，当初跟老书记

一起请他回来的裴龙辉、裴龙翔、裴清学、
裴孟群等党员也紧跟着裴春亮为村民服
务。

上任之初，裴春亮发现，尽管自己的
生活富裕了，可裴寨的乡亲们住的还都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土坯房，吃饭依然
靠天收。想想自己小时候过的穷日子和
家庭每遇变故都会受到乡亲们的帮助，再
看着眼前的乡亲们还过着10年前的苦日
子，裴春亮心酸得直落泪。

“既然回村了，那咱就要带着村民过
上好日子，乡亲们不富誓不休！”裴春亮觉
得，在农村，房子是老百姓心头的大事儿，
要是把村民的房子问题解决了，大家就能
好好挣钱过日子了。思量再三，裴春亮决
定出资3000万元，推平村口的荒山，无偿
为全村村民建造160栋两层小楼及小学、
幼儿园、体育场、卫生院等配套设施。

【裴春亮说，农村工作必须以一个
“情”字为先：爱百姓怀深情，谋发展动真
情，奔理想富激情。村里的事太多太杂,只
依法不行,只讲理不行，当然光靠人情也不
行,要想把事办到老百姓心里，需要“情、
德、法”并举】

在裴春亮的眼里，裴寨村34名党员干
部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站出来都能“拍
得响”。村两委把村里的事务按农业、工
业、商业街、绿化等分口,包“口”到每个党
员。农村人爱面子,觉得管事儿是一种荣
耀。通过“压担子”,党员劲往一处使,都
凝聚到两委班子周围,工作自然好干。除
了分配管事,每当广播通知开会时,不是
光叫党员的名字，而是会叫“党员张三”

“党员李四”来开会，使党员都有一种自豪

感、使命感。现在,又有 12个村民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走进裴寨，村里的大路中央竖着一块
大横匾：“情、德、法治村”。裴春亮说，农
村工作必须以一个“情”字为先：爱百姓怀
深情，谋发展动真情，奔理想富激情。村
里的事太多太杂, 只依法不行,只讲理不
行，当然光靠人情也不行,要想把事办到
老百姓心里，需要“情、德、法”并举。

好事一定要办好。村民习惯把厕所
建在院子里,还是旱厕,听说裴寨新村厕
所建在每家每户屋里，不少人直摇头，坚
决不同意。后来，裴春亮和党员干部们领
着村民代表到县城去参观，看到抽水马桶
既方便又卫生，大伙儿才想通。

张村乡缺水,种地靠天收。为解决农

业用水,裴春亮自己掏了860多万元修蓄
水池。施工时，一户村民怕影响收成，说啥
不让在自己地里埋管。最后，几个老党员
轮流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圆满解决。

裴春亮说，他很庆幸村两委有一拨共
同干事的人，应运而生，应运而聚。会议
室里、社区内外的标语浓缩了他和大家的
感悟：“做一位勇于担当责任、能够解决问
题的共产党员”“我们因祖国而骄傲，因我
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人活着的价值
就是要让别人更幸福”“责任面前没有任
何借口”“方向对了，比什么都重要”……
这看似简单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着说不
尽的故事。啥时候看到这些标语，裴寨的
党员干部都会反思自己是否忘了初心。

【就在前几天，裴寨村党支部5名成员
又聚集在老村的大槐树下，坐在小板凳上
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大家重温了入党
誓词和十年前在这里立下“乡亲不富誓不
休”的诺言，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带领群众
将村里各项产业办得更好】

由于裴寨村发展迅猛，2010年，辉县
市张村乡党委政府整合周边贫困山区 23
个行政村、97个自然村、1.5万多人建设裴
寨社区，由裴春亮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

裴寨村党支部领着群众拆除老村，复
垦土地600余亩，建设钢架大棚、玻璃大棚
发展高效农业。发展高效产业是好，可村
民们除了传统农作物，哪会种蔬菜种花？
更别说营销了。这种情况下，村里14名党
员干部自掏腰包购买水电设施，还就技
术、销售、采购、包装等具体事儿设岗定
责。村党支部副书记裴龙翔联合裴龙义、

任卫海等党员带头成立蔬菜花卉合作社，
让农户消除顾虑，不仅为群众解决了就业
难题，还实现了土地高效、农民增收。

全体村民入股的春江水泥公司建成
以来，在环保上制定“严于国家标准、高于
行业水平”的标准，是我省第一家在窑头、
窑尾全部采用袋式除尘器的企业，还是全
省首家通过脱硝设施验收的水泥企业。
在连续两年负增长的情况下，春江水泥去
年还投入近亿元启动了厂区抑尘网、矿山
环保改造、喷淋系统以及厂区美化绿化改
造等工程，加上今年启动的粉尘提标改
造、新建15万吨熟料库和全封闭式煤棚工
程，两年来累计投资环保近2亿元。

2012年 5月，春江集团取得宝泉景区
的开发经营权，对宝泉景区高起点设计、
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累计投资近5亿
元，仅用3年时间便实现年接待游客突破

100万人次！成功晋升国家4A级景区，还
安排就业近千人，带动三产超百家，成为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门路。

如今的春江集团，下辖春江水泥、春
江旅游、春江电力、春江化工、春江金融等
多家子公司，现有员工3100余人，已成为
一家多元化、综合性的现代化集团企业。

而在裴寨村，裴春亮几年前捐资5000
多万元建成的拦洪蓄水库不仅缓解了群
众吃水难题，还利用水库领着大伙儿发展
水产养殖、垂钓休闲、农家餐饮等农业休
闲产业。

就在前几天，裴寨村党支部5名成员
又聚集在老村的大槐树下，坐在小板凳上
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大家重温了入党
誓词和十年前在这里立下“乡亲不富誓不
休”的诺言，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带领群众
将村里各项产业办得更好。

【裴春亮自掏腰包让全村人告别了破房烂窑，还
打了深水井，发展了温室大棚，修建了商业街，建成了
水库，加上援建的宝泉花园社区……累计为村民奉献
了2.17亿元】

在残疾村民裴龙军家里，箱子里锁着俩宝贝：一
个是“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人裴龙军，建筑面积
173.32平方米；一个是“春江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证”，
持股数额 20股，股权证号NO：0117。2006年，裴春
亮筹资10亿元建成春江水泥公司，让家家户户都入股
当上了“股东”，300多名村民就近进厂打工挣工资。
春江集团发行股份时，鼓励裴寨村民入股，最少的一
笔是残疾人裴龙军拿来的20块钱！裴春亮说：“拿着
这20元钱，他觉得比从银行贷的一个亿还沉重。”

村民们说，没有裴春亮和村党支部，裴龙军这辈
子也盖不上新房，娶不上媳妇。但裴春亮却说：“绝不
能让乡亲们对我们的信任‘打水漂’！”

裴寨干旱少雨，过去，山村用水困难，“水比油金
贵”，山里人洗个澡简直就是奢望。4年前，裴寨建起
了同心浴池，让周边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洗澡。开业
那天，76岁的张喜凤老太太当天起了个大早，舒舒服
服洗了这辈子第一个“冬天澡”。

今年3月底，赵乐际在裴寨调研时说到他当年在
陕西工作时实施的“蛋奶工程”，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农
村寄宿学生、家庭贫困学生每天提供一个鸡蛋和一袋
牛奶，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件事儿对裴春亮启发很大。如今，虽说裴寨村
民的日子好过了，买得起鸡蛋和奶，可山里的孩子压
根儿没有喝牛奶的习惯。从今年4月 5日起，裴春亮
个人出钱为裴寨村87名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每人
每天发一包鲜奶，半年过去了，还真是见效果，孩子们
的脸色看起来比之前更红润了。

一个村富了不算富。宝泉景区所在的薄壁镇位
于与张村乡相对应的西部深山区，群众生活十分艰
难。去年年初，新乡市委书记舒庆在传达省委要求、
下决心尽快带领“三山一滩”区域的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时，裴春亮主动对接薄壁镇的4个贫困村，大力发展
旅游业，并无偿投资8000万元援建宝泉花园社区，让
山上的乡亲们像裴寨村民一样过上好日子。据悉，预
计到2018年年底，1798名贫困群众可全部入住。

“建设裴寨社区是我报恩乡亲，而建设宝泉花园
社区则是我的社会责任担当。”裴春亮说，自己不仅是
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还是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最美

“村官”，不能空享这些荣誉，而应该有所担当，尽自己
所能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像裴寨村民一样共享社
会主义发展成果。

10年来，裴春亮自掏腰包让全村人告别了破房烂
窑，还打了深水井，发展了温室大棚，修建了商业街，
建成了水库，加上援建的宝泉花园社区……累计为村
民奉献了2.17亿元，使裴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则是一生
一世。当初入党时，我们就曾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生。如今，这种信仰已经根植于心，刻在骨子
里。”裴春亮表示，“作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相比较
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和为了开创新生
活战天斗地的先辈们，如今的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更
要立足本职，用行动为党增光，带领乡亲们走共同富
裕道路，绝不让乡亲们对我们的信任‘打水漂’！”

“乡亲不富誓不休”

“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力”

“抓党建必须以‘情’字为先”

绝不让乡亲们对
我们的信任“打水漂”Ⅴ

出新乡市区，沿辉县至张村乡的道路一直向
北行驶 20公里，一片红墙白顶的现代化社区让
人眼前一亮，再加上路边整齐的路灯，大幅的标
语，跟先前看到的别处村落对比，让人恍惚觉得
是两个世界。这里就是裴寨。

一进社区，映入眼帘的先是一条长1.5公里、
宽50米的裴寨商业街,近200家商户开门营业，
城市里能见到的超市、美容院、家用电器一应俱
全，俨然一座乡村都市。

谁会想到，这个 10年前还贫穷落后的穷山
村，会有如此巨变！今年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到裴寨调研时，看到
裴寨村乡亲们生活很幸福，高兴地说：“裴寨变化
真大，真可谓是天翻地覆。”

曾经的省级贫困乡村裴寨，为啥能发生这么
大的变化？

作为裴寨的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
说：“不忘初心跟党走，党建工作抓好了，村两委
班子就稳定了；班子抓好了，全村生产力就出来
了；有了生产力，挖穷根就有办法了！说到底，抓
好党建工作是贫困村拔穷根的法宝！”

核心提示

裴寨村民人人有股份的春江水泥公司裴寨村民人人有股份的春江水泥公司

【村里刚起步的时候，裴春亮发愁的是,拿钱打井、
盖房容易,让大家学会赚钱本事难;后来，裴春亮愁的
是，眼看着大家的兜里慢慢鼓起来，但让脑袋“富”起
来更不容易。】

霜降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
裴春亮最牵挂的是那些特殊家庭。他记忆深处，

对寒冷的印象极深，小时候，家穷且多变故，冬天的寒
风里，那种缺吃少穿的无助至今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这十多年来，每年一入冬，裴春亮就会自己拿钱给十
里八乡的困难群众送去棉衣、棉被。

如今，裴寨共有党员 34名，其中“双强”党员 14
人。相比较以前，裴寨村富了，但仍有部分家庭因病
致贫、因残致贫。裴寨党支部就以裴春亮、裴龙翔、裴
晓峰等12名“双强”党员为中心，帮助村里的12个困
难家庭或是找工作，或是建大棚，或是搞养殖等，实施
一对一帮扶精准扶贫。

“不仅要让群众口袋‘鼓’起来，还要让群众脑袋
‘富’起来。”村里刚起步的时候，裴春亮发愁的是,拿
钱打井、盖房容易,让大家学会赚钱本事难;后来，裴
春亮愁的是，眼看着大家的兜里慢慢鼓起来，但让脑
袋“富”起来更不容易。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裴春亮，这些年从未间断过
学习。通过学习，裴春亮很受启发：企业要有自己的企
业文化,裴寨村也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他不仅让群
众参加各种培训活动，还动员村里的退休老教师利用
远程教育资源,在村活动室看电影或是电教片,教文盲
老人认认字……同时，他和村两委班子还根据村里的
实际情况，想了一些合适的标语口号,比如“孝不是明天
的事,是今天的事,是现在的事”“金乡邻、银亲眷,邻居
好、赛金宝”“做一位真正富有的人”“夫妻爱，子女孝，家
和比啥都重要”……这些话有的刻在石头上,有的写在
牌子上,让大家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受影响。

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影响和改
变着。如今，在裴寨村，只要看到地上有块碎纸片、有个
烟头，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看见了都会弯腰捡起来。

“不仅口袋‘鼓’起来，
还要让脑袋‘富’起来”Ⅳ

Ⅰ

Ⅱ

Ⅲ

裴寨村民依托水库发展起了乡村旅游 裴龙德摄

14│专版
2016年11月3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