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更多的贫困户走上富裕路，让更多的人幸福，这是我的初心，也是
我的梦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张保才

绿茵茵的草坪，红色的跑道，岭南村小学有
足球场、篮球场，让人格外的惊喜：“诸如这样的
体育场所，在城里的学校也不多见。”

“这是郝支书给我们建的，其他乡镇学校都
很羡慕，纷纷前来参观。外校的学生也常来这
里踢足球、打篮球。”岭南学校校长冯志勇笑言。

教育是家乡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郝合兴上任
之初，就开始关注教育。

“治穷先治愚”，对这一千古不变的道理，郝
合兴理解最深：“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关系子孙后
代的大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父亲就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这些年来，我
也痛感读书太少，每当我看到乡村学校条件差，
我心里就有一种酸楚的滋味。我愿为教育尽微
薄之力，不能让困难家庭的子女因贫失学。”

这些年来，郝合兴没少往教育这方面投资。
2010年，郝合兴捐款10万元为五龙镇第二

初级中学修建运动场。当他得知五龙镇中心学
校亟须教育用车时，他爽快地支助了15万元。

2011年郝合兴捐资170万元，同时带动20
余位贤达人士共同捐资 200多万元，新建了高
标准岭南小学，配备了崭新的桌椅、电脑，安装
了暖气和远程教育设施，对学校进行了绿化、美
化。他又捐资 60万元，新建了占地 2500平方
米的高标准文化广场，广场内设有篮球场、羽毛
球场、乒乓球场，并配备了跑步机等健身器材。

2015 年，郝合兴捐资 200万元，新建了建
筑面积300平方米的岭南文化教育中心。中心
内能开会，能看戏，能唱歌，能用多媒体，使岭南
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在全市独树一帜。

给贫困孩子提供“有质量的帮助”，是郝合
兴扶贫助学的更高追求，这种“质量”，郝合兴想
不仅体现在资金、用品、衣物等物质上，更应该
体现在精神的抚慰与温暖上。

常爱青的丈夫病故后，家庭极为困难，她的儿
子朱永昌考上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想辍学。郝合兴
得知后找到他：“你只要好好学习，我供你到大学毕
业。”从此，郝合兴经常鼓励他，并承包了他的学费。

张月喜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本是件高兴的事，
可却因为凑不够学费而发愁。郝合兴得知后，一次
支助8000元。张月喜接到钱后，感激地泪水夺眶
而出。他握着郝合兴的手，哽咽着说：“恩人，大恩
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了您对我们的好。”郝合兴
说：“人一辈子难免遇到困难的事。感谢党吧，没有
党的好政策，也就没有你我的今天。”

“随着接触贫困家庭越来越多，我觉得有必
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爱心助学中来，人们不
缺乏爱心，缺的是对贫困的了解！”从2012年开
始，郝合兴专门建立了“爱心助学基金会”。基
金会成立 7年来，郝合兴每年都要捐款 30多万
元，用于捐助“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大学生。
近年来，郝合兴资助的大学生超过千名。

时下，岭南村最美最气派最好最显眼的建
筑是学校，最幸福最感人的景象，是适龄儿童背
起书包走进学堂。村民异口同声地夸赞：“像俺
这样的学校，在林州市也不多见。”

郝合兴说：“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不在于物
质上积累了多少财富，而在于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
么，为人民留下了些什么。一个企业家不但要看你事
业做的有多大，更要看你对社会的担当有多大。”

“劳模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帜，要平常能看得
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能感染人、带动人。”郝
合兴的实干精神和骄人成绩，赢得了各级党委、政
府和群众的称赞，他也先后荣获“河南省新农村致
富带头人”“河南省劳动模范”“中原十大公益慈善
人物”“全国十大慈善家”等10多项荣誉称号。

在扶贫攻坚中，郝合兴“啃”下了一个又一个
硬骨头，尽到了一个党员、一个劳模的责任，他用
大爱的情怀，让劳模的精神在扶贫路上闪闪发光。

●“我上学不多，一
定要让太行山的后代们，
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要建
最气派的学校，让大山深
处的孩子也能看见精彩
的未来。”

一位劳模的扶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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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企业的掌舵人多家企业的掌舵人。。他致富不忘初心他致富不忘初心，，在扶贫攻坚的路上在扶贫攻坚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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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但要看你事业做的

有多大，更要看你对社会的担当有

多大。”
——郝合兴

眼前这位汉子，穿着朴素，两眼炯炯有
神，说话干脆利索，年近耳顺之年。让人不敢
相信，他从每天打工挣一元钱起家，到如今成
为多家企业的集团董事长。

人们都说他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记者上
来就领教了。“我不乐意宣传自己。你们写我
很不习惯，不用采访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郝合兴很直率地说。

林州市总工会负责同志接过话茬风趣地
说：“你是一位劳模，宣传可不仅仅是为了你
一个人，你是劳模群体的代表，宣传你就是宣
传劳模，就是传递正能量，可以让社会涌现出
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这番话，打开了郝合兴
的话匣子。

20世纪 80年代，当改革的大潮来临的时
候，高中毕业的郝合兴，不甘心大山的寂寞、
家乡的贫穷落后，投入到“十万大军”出太行
的民工行列，跑到山西去搞建筑，去打拼，去
奋斗，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老总，过
上了幸福生活。郝合兴坦言：“自己幸福不算
幸福，让更多人幸福才算幸福。”

1997年，岭南村要进行党支部改选。那
时节，岭南村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偏大。当时，
郝合兴正在山西干得风生水起，可村民们却
盼着他回去当“领头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郝合兴深知：“回村不仅要担责，还要影

响自己的生意，还要时常在山西长治和河南
林州之间来回穿梭般地奔跑。”

走在十字路口的郝合兴，想到自己的初
心，想到自己的本色，毅然返回岭南村，接受
组织的考验。

在50多名党员投票时，一张张选票全部写
上了郝合兴的名字，让他打心眼里感动。郝合
兴发誓：“我一定不辜负党员和百姓的期望。”

当了支书后，有亲朋好友不理解地说郝合
兴：“你应该干好自己的事。”郝合兴回答得很
干脆：“全村老少爷们相信咱，我就要对得起这
份信任。我当支书，就是想改变村里的面貌，
让乡亲们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从当支书的那天起，郝合兴就给自己立
下了规矩：“不拿村集体一分钱工资，让村民
富起来，让村庄美起来。”

“把村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经营，把老百姓
的事当成父母亲交代的事来办。”

在脱贫攻坚战刚刚打响之时，郝合兴想：“劳
模更应该冲锋在前，无愧于劳模的光荣称号。”

扶贫帮扶中，林州市分配给郝合兴一个
名额，让他帮扶田西峪村韩伏芹一家。他主
动请缨，又增添了岭南村丁青云、冯瑞芹、朱
平虎、张全生四家。

有人得知后说：“郝合兴这个人犯傻。”
“我甘愿当这样的傻子。”这也是郝合兴的实

在话。
2016年，林州市开展百企帮百村，东姚镇

李家厂村原来是别的单位帮扶，效果欠佳。
林州市扶贫办的一位领导给郝合兴开玩笑
说：“这个村交给你包吧？”说是开玩笑，郝合
兴却当真，作为一个省劳模的他当即答应：

“好，我承包了。”
这个村的村民特别高兴，聘请郝合兴为他

们村的名誉村长。该村通往田间路的月老峪
桥，因年久失修早已损毁，村外200多亩土地需
要村民过河滩去耕种。去年，郝合兴投资50多
万元，帮助李家厂村新修了一座大桥，群众种地
便利了，庄稼的产量上去了。村民们将郝合兴
的公司“永丰”二字命名为桥名。有人私下说：

“你做点表面文章就行了，又不是你们村，投那
么大的资。”郝合兴认为：“作为一个劳模，干啥
事都要实打实，在扶贫路上更应该实打实。”

“贫困户需要关爱，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017年郝合兴去东姚
镇李家厂村走家串户，发现烈士遗孀马老太
太年事已高。“饮水思源，不能忘记先烈的功
绩。”郝合兴立即从兜里掏出4000元钱，递给
马老太太。马老太太泪流满面，紧握郝合兴
的手久久不丢。

郝合兴常说：“你对老百姓的感情有多
深，老百姓对你的感情就会有多深。”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
贫，要抓住“精准”这个关键词。2016年，郝合
兴组建了岭南种植合作社。村东坡有 350多
亩土地相当贫瘠，不少村民弃种。郝合兴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把这些土地流转过来
进行整理，种上花椒树、桃树、梨树和苗圃，让
村里的5户贫困户全部进园就业，每家还给他
们3000元帮扶资金。

年过半百的单身汉张明生，因无钱医治，
病情越来越重，奄奄一息。郝合兴得知消息
后，立即给他垫付了全部医药费进行救治。如
今，张明生已恢复健康，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还
能照顾他的母亲贫困户张翠苹。事后，郝合兴
满怀深情地对村干部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今天，在我们村不能有没钱看不起病的现象，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要经常了解民情，有啥
事及时给我说，钱的问题由我来负责。”

今年 46岁的常爱青，爱人患有尿毒症，
患病期间郝合兴多次看望并资助几万元，但
花费 10多万元也未挽救了爱人的生命。为
让常爱青摆脱贫困，郝合兴让她去合作社打

工，每天给 50元的工钱。高兴的她快蹦起来
了，逢人就说：“要不是郝支书，我就过不了
这个坎。”

合作社还安排其他劳动力 40多名。眼
下，产业园生机勃勃，让贫困群众获得了持续
的增收机会。

郝合兴还组建了水稻农业合作社，把北
柳沟的40亩土地，以每年每亩1200元的价格
进行流转种植水稻，并聘请水稻专家到村里
考察，引进了优良水稻品种，第一年水稻就达
到了 1500斤的好收成。当父老乡亲们看到
久违的岭南大米时，个个乐开了怀。

岭南村大部分是望天收的山坡地，遇到
干旱往往颗粒无收。为了改变群众的生产条
件，1998年郝合兴捐资 20万元，在村的东坡
上打了一眼机井，大部分农田得到了灌溉。
后来，郝合兴又捐款26万元，重新打了一眼机
井，增加配套设施，使全村 700多亩山坡旱地
变成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

为让村民掌握致富技术，近年来郝合兴
每年在春节后举办培训班，聘请农、林、牧、建

筑等专家到村里授课，全村 60%的村民都受
过技术培训，有了一技之长。

打好“劳务输出牌”。郝合兴鼓励村民们
和他一道外出从事建筑业，对一些无技术、无
工作，成天在家游手好闲的青年，主动与他们
谈心，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建筑公司打工，每天
工资最低150元，让他们走上了富裕路。

村里的郝海录、张军方、张相学、张向武
等人，跟着郝合兴走出太行山，在外打拼，不
仅掌握了技术，腰包也鼓起来了，如今他们都
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施工队。

这些年，岭南村村民在郝合兴的公司里
打工的，每年有 400多人，年劳务收入上千万
元。在郝合兴的扶持和带动下，一大批致富
能手脱颖而出。如今的岭南村，已有建筑工
队16支，公司7个。

为保障贫困户收入，巩固脱贫效果，郝合
兴拿出30多万元，扶持5户村民发展养猪业，
并不断扩大规模，每户存栏都在300头以上。

在郝合兴的扶持带动下，这个不足 1800
人的小山村率先迈入了“小康村”。

●扶贫工作不是简单的“输血”,关键还在于帮助贫困群众增加“造血”
功能,引导贫困群众能够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改善环境，补齐短板，让岭南村成为生态
宜居的美丽家园。

“要想富，先修路”。郝合兴当支书后，改
变穷村的面貌从村庄的道路起步。

郝合兴先后出资近 200 万元，发动群众
出工出力，硬化了村里村外、背街小巷所有道
路，让多年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成为
永久的历史。

村庄的大街小巷道路全部硬化了，可村
民们去农田种地，走的还是羊肠小道，坑洼不
平，很是不便。郝合兴看到此情，心里极为难
受。于是，他找人勘察设计，将 3500米的田
间小路全部硬化。现在好了，摩托车、农用车
都可以开到田间地头，太顺畅了。

郝合兴为村里绿化了道路、粉刷了街道
墙壁、改造了电网、架设了路灯，美化了环境，

使原本漆黑的夜绽放光明。
如今，村里的老人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开心

地说：“路平坦了，我们有了幸福感。”
让村庄美起来，郝合兴捐资购买了 1000

多棵树，建成了防风固堤的绿色长廊。10多年
前，郝合兴看到村庄后坡是一片荒山，于是投
资 2万元，补植了 10000棵柏树，如今这座荒
山成了葱郁的树林，映照着山村格外的美丽。

2010年，村南头的大桥新区落成，4栋楼
拔地而起，96户村民搬进了新居。当困难户张
保生乔迁新居时，激动地流着泪水对郝合兴
说：“真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住上新房子。”

1997年，郝合兴投资 35万元，在村里建
成了秸秆气化样板工程，开创了农村薪火燃
料的先河，农户用沼气做饭、照明。2014年他
投资200万元，又让全村换上了天然气。

一些村民吃水难，他又投资 100万元，建
设了容量 1000立方米的压力池，500户居民
吃上了自来水。

五龙卫生院医疗设施落后，郝合兴捐款80
万元购置医疗设备，使五龙镇的父老乡亲们可
以就近享有较好的医疗条件。林州市卫生局为
郝合兴赠送一块“助医惠民，功德无量”的牌匾。

让村民过上平安好日子。从 2005 年开
始，郝合兴连续 15年，每年拿出 10多万元给
五龙镇派出所用于经费补贴。2008年、2013
年他两次拿出48万元，用于购置警用设施，助
力平安建设。

每年正月，郝合兴都邀请职业剧团到村
里唱几天大戏。农历五月二十三，岭南村都
要举办传统庙会，邻村的秧歌队、舞狮队、舞
龙队都来捧场。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让村民们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 ●● ●●

在巍峨的太行山脚下、淇

河之滨，坐落着一个美丽富饶

的村庄，那一排排整齐的民

居，排列在洁净的水泥路两

侧，这就是犹如仙境桃花源的

林州市五龙镇岭南村。

可在20多年前，这个村穷

得叮当响。熟知这个村的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昔日

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

的穷山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

或许人们要问：这个村是

如何发生美丽嬗变的？在林

州市，就有人告诉记者：“岭南

村有个出色的掌舵人，名叫郝

合兴，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河南省劳动模范。”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了林

州市五龙镇岭南村。在村头

一户人家的门口，四位花甲老

人坐在凳子上聚堆悠闲聊天。

记者上前刚一提起郝合

兴的名字，老人们顿时激动起

来，你一言，我一语，起劲地夸

赞起他们的郝支书。

“原来俺村的路，都是土

路，坑坑洼洼，晴天‘扬灰路’，

雨天‘水泥路’，那是真没法走

啊！下大雨还得穿胶靴呢！

你看，郝支书给俺变成了宽畅

的柏油路，这是俺的幸福路

啊！”

“俺的郝支书，捐资助学，

铺路架桥，新建学校，帮贫扶

困，爱老敬老……”一位老汉

扳着指头数着郝合兴的好。

这些口碑，胜过无数个金杯银

杯。

据统计，20多年来，郝合

兴从腰包里掏出扶贫助困资

金已累计超过3800多万元。

惊人的数字，不由地让记

者由衷赞叹，也让记者更迫切

地想走近郝合兴，去探寻他扶

贫济困大爱情怀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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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合兴与村干部一起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郝合兴走访贫困家庭

郝合兴金秋助学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