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在栾川县三川镇三

川村，有一位生于大山、

走出大山，而后又回归

大山、建设大山的汉子。

17 年来，他用自己

的远见、毅力、辛劳和汗

水，扛起一个穷困的后

进村；他以一个有责任

的企业家胸怀，一步一

个脚印，帮助家乡旧貌

换新颜；他以一个共产

党员的担当，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带领乡亲们

迈上了小康路，兑现了

当初许下的誓言。

他，就是三川镇三

川村党委书记、三川群

众心目中的“脊梁”——

段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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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脊梁
——记栾川县三川镇三川村党委书记段新宽

在豫西熊耳山以东、伏牛山以西之间，绵延
数百公里的群山环抱着一片山川，传说远古时
候有形似凤凰的鸾鸟在这里栖息，故名鸾州，这
就是今天的栾川。

在栾川县西北部，有一个商贸重镇，因为一
条淯河把这里分为上川、下川、北川，名曰三川。

三川村地处山区腹地，山多地少，人均耕地
不足三分。一直以来，外出务工是三川人唯一
的经济来源。

段新宽也是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一员。1981
年，段新宽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便随着家
乡的劳务大军来到秦岭务工。12 磅的铁锤、
1000斤重的架子车、几百米深的矿洞，是他在
最初五年里的工具和工作环境。由于他吃苦耐
劳，讲信誉，人缘好，老板破例包给他几段工程，
一来二去，他在两三年时间内掘得了平生第一
桶金。

1992年，段新宽回到家乡，创办了自己的
企业——栾川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经过8年
的不懈奋斗，金山公司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段
新宽也成为栾川县著名的企业家。

然而，虽然已是世纪之交，他的家乡三川村
却还是另外一番景象：村两委班子年龄老化，村
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加上公路改线，原来依靠
沿街店铺经商的优势也由于流动人口锐减、店
面陈旧窄狭而消失，村集体负债累累，群众怨声
载道。一时间，这个本应该具有明显地理优势
的村子反而成了镇党委、镇政府头痛的贫村、乱
村、落后村。

2000年春节前，和往年一样，段新宽备了
许多年货，到村里家庭困难的人家去探望、拜
年，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感谢声外，更多的乡
亲说出了一个共同声音：“新宽，你回来吧，回来
当咱村的支书，领着我们一起干。”

这是让段新宽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心目
中，还真的没考虑过谋个什么一官半职。然而，
群众却认死了这个理，非要请他“出山”：老支书
亲自上门、主动让贤，13名村民代表和12名党
员代表到镇党委“请了三次愿”，村民们到新宽
家去了无数次。

段新宽“动心”了，他得回来。
村民们发自心底的呼唤，党员们热切的期

盼，老支书真诚的话语，段新宽不能不回来。
三川村破败的村容村貌，村民们忧愁的面

容，触动了他的内心，段新宽不能不回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三川人，是这片土地和这

座大山养育了他，这是他的家、他的根，段新宽
不能不回来。

尤其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想起自己在鲜
红的党旗下的宣誓，更觉得有责任、有义务让父
老乡亲们脱离贫穷，迈上小康路，段新宽必须回
来。

段新宽义无反顾地作出抉择：回！带领乡
亲们战胜贫穷，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起来，让老
百姓的日子滋润起来，让三川人在实现小康的
路上跑起来。

2000年 2月 16日，农历正月十二，段新宽
回村上任了。

面对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面对闻
讯而来的村民，面对鲜红的党旗，段新宽做了庄
严的就职宣誓：“我志愿担任三川村党支部书
记，为三川全体村民谋福利，把乡亲们领上富裕
的道路。”

他主持召开了上任后的第一次村两委班
子会，他郑重承诺：发展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
人人有活干，家家有钱赚；硬化道路，翻修学
校，建卫生室，让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村里 7万
多元债务他先垫付，自己不领一分钱工资，不
花村集体一分钱，把省下的钱全部用到刀刃
上。

重新修订财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员活动日
等各项制度；研究制定了10年内全面奔向小康
的工作规划；建起了4层30间的村委办公楼、党
员活动中心、农民科技学校，三川村各项工作翻
开了新的一页。

在三川村群众眼中，段新宽是个热心助人、关心
群众疾苦的好书记。段新宽说：“作为村里的支书，
群众生活有困难找到我了，我就不能不管。”

17年来，段新宽自己掏钱为17户村民新盖或翻
盖了房子，有的连装修、家具也通通包揽，受到段新
宽照顾和资助的贫困户已经有137户。

三川村有一条老街年久失修，路面上坑坑洼洼，
下一场小雨，泥水就会漫过脚脖。段新宽个人出资为
村里修路，一个月后，村子里有了一条宽阔的水泥大
道。于是，老街村民为这条路取了个新名“民心街”。

段新宽把水泥路铺到了72条巷道家家户户的门
口，让老百姓一出家门就能走上干净平坦的水泥路。
村里巷道硬化时，身体残疾的李志杰既高兴又发愁，
高兴的是自家门前修起了水泥路，发愁的是坐着轮椅
如何跨过水泥路与自家院门的一个陡坡。让他没想
到的是，水泥路面直接铺过了这道陡坡，一直铺到了
他的屋门口，而且为了防滑，还细心地打上了防滑槽。

除了修路之外，段新宽还出资修建6座桥，安装
了汉白玉栏杆，有人给桥起名叫“为民桥”“连心桥”。

村干部们不会忘记，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他都会
自己掏钱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带去节日礼品；每年的
教师节，以村两委名义去慰问教师，带去的慰问品都
是段新宽买来的……

村里的30多家贫困户和10多名困难党员不会
忘记，每年春节前，段新宽都会带上自己买来的年货
与村干部一道去看望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村小学的师生们不会忘记，2005年，在段新宽的组
织和带领下，村里筹资12万元将村中心校园硬化、绿化，
当看到学生的课桌板凳严重老化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拿
出1.5万元买来新桌椅，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住上这么漂亮的新房子！”
这是今年65岁的杨士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杨士铁以前住在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内，四处透风，阴
暗潮湿，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段新宽了解情况后，自掏
腰包给杨士铁盖起四间宽敞明亮的平房，还配齐了床、沙
发、茶几等家具，让杨士铁俨然变身“拎包入住”一族。

像杨士铁一样，还有周成军、刘秀莲等 11家确
实没有能力建设新房的困难户，段新宽给每家出资
13万元，帮他们盖了新房、购置了家具。

在68岁的村民刘秀莲家，记者见到了她托人写
的一式几份的感谢信。信是写给段新宽的，落款是
2014年 6月22日。感谢信压了三年，一直放在柜子
里没贴出去——段新宽不让。

刘秀莲家祸不单行，儿子意外去世，儿媳改嫁，
只剩下她和小孙子郭航安相依为命，住在一间四面
透风、连电都没有的窝棚里，依靠段新宽逢年过节发
给的慰问金和自己种菜、卖菜为生。

年少经历过苦日子的段新宽，最见不得至今还
住在土坯危房里的村民们。2014 年春，段新宽决
定：每个月给刘秀莲的孙子发600元的“工资”，发到
18岁，整10年；出资给她家盖一座新房子！

宽敞明亮的房子很快就建起来了，沙发、床、电视、
茶几等家具都置办得妥妥的——刘秀莲没花一分钱！

“如果三川村还有一座土坯房，我家的房子就不
扒不建。”时至今天，虽然段新宽通过 10余年的努
力，修路、架桥、建学堂，发展特色农业，壮大商贸经
济，让全村绝大部分群众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住上了
宽敞漂亮的新房子，但仍有个别村民由于多种原因
尚未摆脱贫困，因此他与父母居住的三间土坯房子
依然矗立在村头。

不过，段新宽带领村民一起圆梦小康的步伐始终没
有放慢，距离全村彻底告别土坯房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要想让三川人彻底甩掉贫穷的帽子，就必须要让
三川村村民家家有生意，人人有活干。”段新宽任职之
初就打定这个主意，花尽了心思，用尽了心血，只为开
辟出一条迈向小康的康庄大道。

2003年，他出资在村街道中心建起了可容纳150
个商户的针织集贸市场，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就业问
题。2010年，他带领村干部先后6次到西峡等地考察
袋料香菇项目，筹资50万元建起了袋料香菇基地，为村
民自主致富打下基础。2013年，他先后出资50万元扶
持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还陆续投资1亿多
元兴建了金山矿业公司姚湾分厂、新亚饭店、三川饭店
等一大批项目。截至目前，段新宽自建和帮建的项目已
累计安置劳动力就业近2000人，从根本上解决了村民
的生活问题。

开办新伟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是三川邻村龙
脖村的郭建新。2013年，郭建新想建一个农产品加工
厂，利用当地的特产，加工玉米糁、土豆粉、核桃油等农
产品。谁知厂房盖好后，资金陷入了困境，工程款还不
上，要账的天天堵住门，使他一筹莫展。

这事让段新宽知道了。他立即找到了郭建新，无
偿借给他50万元。

有了这50万元，郭建新立即来了精神，他的工厂
快速启动，当年6月就成立了山川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和专业合作社，除了原来的产品，他还专门建了香菇酱
生产线，不仅三川种植的香菇有了出路，还实现了香菇
增值。

如今的新伟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规模还在不断
扩大，产品也在不断的增加和更新，企业年产值由原来
的100多万元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万元，用工由原来
的3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60多人，其中有30多人为登
记在册的贫困户。

今年40岁的邢存芳就是这个厂里的工人。两个
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丈夫在矿山打工，婆婆
常年生病，5口人只有一亩多地，婆婆的药费、孩子的
学费，使这个仅靠丈夫打工维持的家庭捉襟见肘。

“在这里打工一天只干6个小时，还能照顾婆婆，
接送孩子上学。”邢存芳告诉记者，她每月收入接近
2000元，家里平常的开支就够用了，再加上丈夫打工
的收入，脱贫指日可待。

段新宽深知，有了自己的产业，才真正有了造血功
能，三川的经济发展才真正有了支点。他这个支书，才
可以彻底兑现自己的誓言。

如今的三川村，发展了以长毛兔为代表的养殖业，
以香菇为主的种植业和玉米糁、豆腐等农产品加工业。
结合三川村目前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段新宽制订了三年
精准扶贫计划——2016年至2018年，他每年出资60万
元，每年帮扶60户贫困户脱贫，到2018年年底，实现全
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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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至 20 日，县里举办‘自驾游栾
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贫公益活动，来咱抱犊
寨景区的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在咱们三川街住
宿、就餐的人数也比平日多了许多。在这关键
时候，党员们更要带好头、作好表率，带动群众
诚信经营、周到服务，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舒
心。”在三川村8月份的党课上，段新宽对村里
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提出了要求。

段新宽口中的抱犊寨景区怎么回事？这
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2003年，栾川县刚刚尝到旅游业带来的
甜头，鸡冠洞、重渡沟两个景区开发十余年，每
年都有数十万的游客来这里旅游，给当地带来
了数千万元的收入，并辐射景区周边经济快速
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栾川县区域经济发展，居
民就业、增收的支柱产业。

开发旅游成为栾川县发展经济的重要战
略决定，县领导把目光投向了栾川唯一的红色
教育基地——抱犊寨，并很快制订了开发方
案：围绕抱犊寨，先完成“四个一工程”，即建一
座纪念碑，建一个陈列馆，建一个纪念广场，出
一部书。

但任务下达给县里的四个单位后，迟迟不
见动静，然而时间不等人，县领导急了，他们不
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段新宽。

二话不说，段新宽应承了下来。
三川村的干部、金山公司的管理人员想不

通，抱犊寨离三川十几公里，山上没水、没电、没
路，投资几个亿也不见得听个响，靠门票收入啥
时候能收回投资？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但，段新宽有自己的“大算盘”。
在村两委和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会议上，段

新宽的话掷地有声：“如果仅仅为我自己考虑，
这事我不会做，几个亿放银行吃利息也吃不
完。但你们想一想，景区打造好了，今后我们
三川的子孙都可以‘吃’抱犊寨，游客来了要
吃、要住、要买土特产，我们能不挣钱？你们
说，这是不是千秋万代的大事？”

原来，段新宽心头一直在深深思考的，是
要为三川人找到一条源源不断的“绿色”致富
路，开凿一座能永续小康的“绿色”金矿，打造
一个三川人世世代代的“聚宝盆”。这既是他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宣
言，也是他带领三川人民向贫困的宣战书。

时光荏苒，一晃过去了14年。
总体投资超过6亿元的抱犊寨景区，如今

面积达 68平方公里，早已晋升为独具特色的
国家4A级景区。红色区域的解放军指挥部、
白色区域的土匪山寨、绿色区域的望牛岭林
场，组成了“红白绿”三色抱犊寨；陈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孝道文化馆、廉政教育馆、毛泽东
纪念馆等构成了人文抱犊寨；东门外的已经蓄
满水的抱龙湾水系、游船码头、700间临水商
铺等形成了水景抱犊寨。

“景区这十几年建设，所有的施工队，我们
都是优先选用本村或者邻村的乡亲，最多时有
30多个施工队同时在景区干活。”段新宽掰着
指头给记者算账：“三川村有600多人，火神庙
村有500多人，大红村有300多人都先后参与
了景区建设，石窑沟村有200多人在景区做餐
饮和商铺，还有附近的祖师庙、龙脖村，都有不
少人在景区工作……”他把精准扶贫嵌入在景
区建设的全链条中，将抱犊寨景区内1000多
间门面房，全部免房租、免水电费，让商户无偿
使用三年，有些贫困户，他还资助了5000元至
1万元不等的资金，带动了全镇 5000多人致
富、100多户脱贫。

“现在，抱犊寨景区的水系建好了，我们添
了13条木船，这13条船至少能解决20多人就
业。围绕景区东门的水系，我们又修建了700
多间商铺，这又能帮助1000多人解决就业问
题。”说到这里，段新宽舒心地笑了，本来就不
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看得出，此刻的段新宽，又将目光投向了
远方。而远方，正是三川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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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犊寨景区之抱龙湾水系建成后，临水的700多间商铺，前三年将免费给贫困户使用 刘海涛 摄

段新宽在新伟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查看土特
产品加工情况 李书宝 摄

行走在抱犊寨景区，段新宽坚定的目光里，是三川
美好的明天 李书宝 摄

08│特别策划 2017年9月26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