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十八岁离开家乡，出外打拼，卖
过蒸馍、开过鞋厂、做过房地产，致富后
不忘乡邻，带着真金白银回到家乡郏县
创业，致力于光伏扶贫事业。

有人曾问他，你这样折腾图啥，就不
怕把自己“扶贫”了？他说：“以前在外打
拼，做的是生意，现在返乡创业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干的是事业。”他就是河南天
源瑞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锋伟。

1月 10日，郏县薛店镇赵寨村，一
望无际的民房屋顶上，一块块光伏面板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如此规模
的农村屋顶光伏发电站，让记者“大开
眼界”。

“谁能想到过去闲着没用的屋顶，如今
也有了生财路。俺家屋顶120多平方米，
租给锋伟25年。他一次性就给了俺五年
3600多元租金。”村民赵玉斌高兴地说。

2017 年年初，王锋伟与平煤神马
集团合资，成立河南天源瑞丰新能源有
限公司，决定投资1.6亿元，在郏县建国
内最大的分布式农村屋顶光伏电站。

为让项目早日落地，王锋伟个人出
钱，印制 10000多份宣传单，进村入户
为群众宣讲光伏发电是清洁能源的道
理，并组织 10多名群众代表到外地参
观学习。

从2017年 3月 27日启动到当年6
月25日全部建成并网发电，仅用3个月
时间，王锋伟带领员工在郏县薛店镇、茨
芭镇的7个行政村4000多户民房屋顶
上，建起30多万平方米、28兆瓦的分布
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每年可发电
3000万度，实现收入2940万元，可为地
方政府创造500万元税收。”差不多半年
都没怎么回过家，吃住都在施工现场，但
王锋伟感觉“一切都值了”。

去年，郏县决定为全县60个贫困村
建设光伏电站，在县里召开的由多家企
业参加的光伏产业扶贫“诸葛亮会”上，
王锋伟毫不犹豫站起来承诺：“俺为郏县

五个贫困村捐建5个光伏发电站。”
“5个光伏电站，最低要投入600万

元。何况，这五个村不是你老家，你在
那里也没亲戚没朋友。”公司随行人员
提醒王锋伟。

“没有政府对咱企业大力支持，没有乡
亲们积极配合，咱能建成目前国内最大的
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站？咱企业赚了钱，
一定要回馈社会。”王锋伟的态度很坚决。

很快，王锋伟便展开考察，并确定
在郏县安良镇老山薛、王集乡龙头槐和
薛店镇韩店、李庄、东关庄五个行政村
建设扶贫光伏电站。

2017年 10月工程开工，工期为 3
个月。然而天公不作美，秋雨连绵，地
表泥泞，汽车轮子陷进去都出不来，更
别说大型机械设备进场。王锋伟让施
工人员挖深沟，将下面的干土翻上来，
铺在泥土上面，设备得以顺利进场。

为加快工程进度，他每天派出300
多人的施工队伍，分成10个施工队，昼夜
奋战。为确保建设质量，他采购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单晶硅光伏板，派出60多名
技术人员，还聘请监理单位，对施工质量
全程跟踪，严格把关，最终提前11天完成
扶贫光伏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俺村建了这个年发电28万千瓦时
的光伏电站，每年可增收24万余元的集
体收入。今后，俺村搞公益事业，再也不
用向上级要钱，或让群众集资了。”韩店村
党支部书记张俊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选择了奋斗，就意味着一直在路
上；选择了做领头羊，就应该一直有所
担当。”展望2018年，王锋伟信心满满，

“今年，我还要进一步推进光伏扶贫事
业，计划在郏县再建 23兆瓦-24兆瓦
光伏扶贫项目，同时还要在郏县和襄县
分别再建35兆瓦和36兆瓦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不仅要让跟着我干的弟
兄们日子越过越好，更要让乡亲们奔着
小康大步走。”7

“电老板”王锋伟：

做领头羊，就该有所担当

“以前在外打拼，做的是生意，现在返乡创业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干的是事业。”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
个梦想，拥有一个实现的目标，拥有一
个前进的方向，用汗水和泪水去浇灌
梦想，用激情和热血去践行梦想。而
我的梦想就是通过努力，不仅让自己
过上好日子，也要让队上的弟兄们过
上好日子，这是一直推动我不断前行
的动力。”1月 9日，谈起自己的奋斗历
程，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十三矿掘进二
队队长王羊娃感慨地说道。

目光炯炯，皮肤略黑，双臂粗壮……
王羊娃的外表透着久经磨砺后精干的
特质。从放羊娃到打工仔，从煤矿队
长到十九大代表，王羊娃用20年实现
了人生多次的美丽蝶变，不断完成自
己的“梦想人生”。

王羊娃的老家在鲁山县背孜乡，荒
山连片，他从小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
为解决全家的温饱，王羊娃高中毕业后
就外出闯荡，干过建筑工、摆过地摊、在
小煤窑挖过煤。一次事故中，还险些被
顶板塌下来的煤埋了，吓得他跑回了家。

2004年，王羊娃听说十三矿效益
好，瞒着家人，偷偷去矿上报名，经过
培训成为掘进二队一名临时工。这里
宽敞整洁的矿院、食堂、宿舍和规范的
井下管理，很快就消除了王羊娃在小
煤矿的可怕经历留下的阴影。“那时就
梦想着挣够 2万元，给家里盖个砖瓦
房。”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王羊娃回
忆说，“上班第一个月，我下了30个井，
拿到 942元钱的工资……到了第八个
月，我就挣了20000多元钱，回家盖了
4间平房，实现了我的第一个梦想。”

随后，王羊娃决定奔向人生第二
个梦想——转招，当正式工。只有工
作干得好，才有希望转正。怎么才能
干好工作？王羊娃认为，必须提高技
能，做到安全上不出问题。为此，他到
书店买了许多专业书籍，遇到不懂的
地方，就找技术员请教。实践中，他严
格要求自己，不安全坚决不生产，并多
次制止他人的违章行为。同事说他太
较真，他却坚信：“安全上，还是较真一
点好。”

2007年，王羊娃顺利转招成为一

名正式工，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当时，
有人曾劝他想想办法，调到井上或者
辅助单位算了，一线太辛苦了。他却
坚决地说：“一线是我成就梦想的地
方，我决不会离开！”

凭着这份执着，2009年王羊娃当
上了副队长，2012年当上队长。“当队
长是我刚来矿上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现在既然当上了，就一定要把这支队
伍带出个样子来，让弟兄们过上好日
子。”这成了他的第三个梦想。

什么是幸福的生活？王羊娃的理
解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车坐，
生活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工作上没
有事故，而实现这一切首先就是要抓
好安全生产。

上任伊始，王羊娃的“三把火”就
“烧”遍了全队每个班，一抓职工行为
规范，二抓安全措施落实，三抓质量标
准化。他坚信，“安全是管出来的，不
是撞大运撞出来，要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多进尺，让弟兄们多挣钱。”

自王羊娃当上队长以来，在全队干部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昔日出了名的落
后区队连年实现安全高效生产，所施工的
工作面成了矿、集团的样板工程，职工月
平均工资增长到6000元，队里112名矿
工，人人有房，72人买了小轿车……王羊
娃也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去年，他还
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并提名为2017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
1月 3日晚上，鹰城大地迎来了新

年的第一场雪。当晚零点班是王羊娃
在结束了近两个月十九大精神巡回宣
讲后的第一次下井，“王队，你说今年
咱咋干？”“我觉得新年要有新气象，新
时代要有新作为，学习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时刻以‘人人争当劳模’的工作
干劲，带领大家不断学习充电，搞技术
创新，成为‘新型矿工’，让咱们的人均
年收入争取再提高 10%，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更要为‘新时代’作出咱们煤
矿工人的新贡献。”井上大雪纷飞，王
羊娃与工友们的热烈讨论，让井下沸
腾了起来。7

煤矿工王羊娃：

一线是成就梦想的地方

“安全是管出来的，不是撞大运撞出来，要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多进尺，让弟兄们多挣钱。”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2018新年贺词

中，有一句朴素而深刻、平实却充满力量的

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是实现梦想的

宣言，这是迈向成功的箴言，这是创造伟业的

信言。满满的幸福，呼唤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的奋斗精神，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去实现。

奋斗的人生最美丽，奋斗的故事最动

听。新年伊始，本报选取四位鹰城大地涌

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他

们拼搏路上的动人故事，感受他们人生出

彩的心得体悟，分享他们新的一年的期许

和心愿……

在魏钰玺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大雪初霁，王锋伟（左一）和弟兄们一起清扫太阳能板上
的积雪

马豹子给小学生捐赠学习用书

王羊娃（右二）与职工畅谈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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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成就梦想 奋斗创造幸福
——来自平凡岗位的奋斗故事和新年期许

“从最初那个非法律专业毕业的学
生，成长为现如今一名合格的人民法官，
这一路充满了酸甜苦辣，但回顾过往，我
觉得我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因为，
我深信，我们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
是民心，俯下去的是身板，竖起来的是信
任。”1月10日下午，在鲁山法院中层正
职竞职演讲会上，让河法庭庭长魏钰玺
的精彩演说让台下的掌声频频响起。

不惑之年的魏钰玺从事民事审判
工作已经19个年头，共办理过3000多
起民事案件，大多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同事们都觉得我很神，什么案件
到我这儿都轻而易举地调解了，其实
哪里有什么灵丹妙药。”魏钰玺说，“我
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动力都来自于我的
法律信念：坚持正义，与人为善，用真
情和坚守让温暖回归。”

在魏钰玺的经历中，多少矛盾就是
因为坚持一下而得以解决：腊月二十九
的雪天站在当事人家门口两个多小时，
终于感动了当事人；一天调解七起婚姻
家庭案件，让七对夫妻重归于好，自己
却只顾得上吃一顿饭；前期两个多月劝
说，最后一天又持续调解到深夜，将涉
及刑事、民事、行政交叉的六起案件最
终调结，所有问题全部妥善化解，一屋
子当事人长达20多年的恩怨连同无休
止的信访一笔勾销……

“没觉得调解是件辛苦的事，绝大
多数调解过程都是轻松愉快的。”魏钰
玺说，“我一直认为，只有调解，才是最
完美的结案方式。”

有一次调解至今让魏钰玺感触颇
深。年迈的母亲和长期在外打工的独
生女矛盾激化，打起了官司。接手案
件后，魏钰玺听着年迈的母亲连声数
落“不孝”的女儿，在外奔波的女儿也
诉说生活的不易和亲人不理解的委

屈，她实在不忍心。着手调解吧，一次
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后来有一
次，魏钰玺特地将自己的女儿带到调
解现场。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成了母
女久违的亲情催化剂，女儿想起了小
时候母亲的关怀，母亲想起了曾经女
儿带来的甜蜜，母女二人痛哭流涕抱
在一起。

参加工作近 20年，魏钰玺几乎跑
遍了全县23个乡镇办事处的558个行
政村，累计行程数十万公里，哪里有案
件就有她和同事们的身影；她的手机
24小时不关机，有时深更半夜还给外
出打工的当事人电话调解；她从不接
受当事人的钱物和吃请，即便是从早
上一直调解到下午三点甚至到晚上，
她和同事们也坚持回家吃饭。

2011年 8月 14日，在从省法官学
院学习回来的路上，魏钰玺和8名同事
出了车祸，3人当场死亡。魏钰玺全身
8处骨折，内脏多处损伤，重度昏迷。
直到第13天，魏钰玺醒了。

“这是哪？我案子还没调完呢。”魏
钰玺醒来的第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哭
了。经过3个多月治疗，魏钰玺不顾医
生反对，固执地出院了。第二天，她就出
现在单位；第五天，她就开始调解案件
了。

“不求有 100%的调解结果，但一
定要有100%的调解过程。”这是魏钰
玺对调解的理解和追求，她也先后荣
获全国法院“十大亮点人物”、全省法
院“巾帼调解标兵”，被荣记个人二等
功、个人三等功各一次。“今年，我希望
以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我钟爱的调解事业中去，
用坚守和汗水走进每一位当事人的心
中，化解更多纠纷，让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更加和谐。”7

法官魏钰玺：

用坚守和汗水走进当事人心中

“不求有 100%的调解结果，但一定要有 100%的调解过程。”

“无论是在外闯荡，还是回乡当村
支部书记，我觉得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
情，都要脚踏实地，务实有担当。正是
因为这样的信念，我才能带领乡亲们一
起致富。”1 月 9 日，刚刚荣获第八届
cctv三农创业致富榜样的宝丰县赵庄
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在获奖感
言中这样说。

赵庄镇是闻名全国的魔术之乡。
1991年，年仅19岁的马豹子组建了一个
魔术表演团，开始了外出“淘金”的生活。

第一次外出，马豹子选择了离家数
千里的云南。因为吃苦耐劳、踏实肯
干、魔术表演精湛，他的魔术表演团在
当地一炮打响，几乎场场爆满。此后，
浙江、广东、北京……马豹子带着他的
魔术演出团走南闯北，生意红红火火。

2009年夏天的一个周末，马豹子
突然接到家乡镇党委书记的电话：“豹
子，你现在富了，但乡亲们日子还苦着
呢，你能不能回来当村上的党支部书
记，带领大家一同致富？”

一方面是村民的期盼和领导的殷
切希望，一方面是红火的生意和家人、
团员的不理解，马豹子思量再三，最终
决定回家当“村官”。

上任第二天，马豹子就召集村民代表
和村“两委”会成员开会，商讨大黄村的发
展大计。上任第四天，他个人出资13万
元，对村里两条500米长的道路进行硬
化，并用沙石铺垫了7条田间生产路。随
后，改造村小学，建社区幼儿园、养老服务
中心、文化大戏台；给村里老人、低保特困
户逢年过节送慰问品……这些年，为了村
里的发展，马豹子陆续拿出670多万元，
累计救助花费280多万元。

大黄村在外演出的魔术团队有87
个，1100多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
马豹子把自己多年带团的经验毫无保
留地奉献了出来。随着电视、网络冲
击，单纯的外出演出收入每况愈下。如
何走出困境？马豹子琢磨着，魔术文化

是传统优势，不能丢。要在拉长魔术文
化产业链条，促进魔术文化产业转型上
下功夫。

“我们将文化传播与商品销售相结
合，采用魔术演艺+销售、不卖门票卖产
品的模式，一经推出就深受群众欢迎。”
马豹子说，就是流动舞台免费展示魔术
的同时，台下进行商品销售，商品大都
是直接从厂家进货，省去中间代理和超
市等环节，价格优势明显。

结合镇区规划，马豹子和村“两委”
着力打造大黄小微企业园和大黄文化产
业园区，吸引包括魔术道具研发、灯光音
响销售、棉纺化纤、百货商品、物流、餐饮
在内的众多小微企业及商户入驻。

如今的大黄村拥有图书、相框、日
用品和床上用品四大市场。图书市场
日销售量达4万余册，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农村图书批发市场。

去年，马豹子又有了大动作：在小
商品集散地周围加快邻村土地流转步
伐，利用老村废弃地和流转土地，建食
品加工、小玩具制作、皮革加工、相框加
工等大中型工厂，吸引国内知名厂家前
来入驻，通过输入技术推动发展。

“最近几个月，已经有多家床上用
品、皮草加工厂入驻大黄。”马豹子高兴
地说，自己“前店后厂”的构想已经开始
成为现实。

目前，大黄小微企业园和文化产业
园内企业近3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6000余元增长到3万余元，年创经济收
入15.6亿元。

“当村党支部书记这些年，我最大
的心愿就是带领乡亲们致富，让全村群
众早日实现小康。”2018年，马豹子又
有了新的打算：“我们想搭上互联网的
快车，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扩大市场
规模。另外，根据大黄村园林整体规
划，流转更多的土地，打造观光生态农
业，建造千亩薰衣草玫瑰庄园，让老百
姓居住在风景里，生活在画里。”7

“村官”马豹子：

让全村群众早日实现小康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务实有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