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自安是个不平凡的村支书!

他从
!"

岁那一年"开始担任临颍县

龙堂村村支书"直到现在! 连续
#"

年赢

得村民的信任"这真不容易"实不多见!

信任的原因是"他在
#"

年里 "靠奉

献创新精神让龙堂这个原本刚刚解决温

饱问题的普普通通的平原农村发生了令

人瞩目的巨大变化!

这里的庄稼已经不是一般的庄稼
$

农

业高科技园区的特种蔬菜都卖到了大城

市甚至国外" 麦子由村里的工厂变成面

粉#挂面#方便面"身价倍增后俏销全国$

龙堂村" 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农村%村民住的是规划整齐的两层楼房"

出行是宽阔干净的街道" 白天村民有的

进厂上班#有的下地务农"晚上和工余时

间可以到村里的文化休闲广场看看电

影"逛逛夜市"相互交流"像城里人!

这些渗透着无数心血的变化" 让乡

亲们体会到的是身为龙堂人的幸福"然

而"他们不知道"郭自安领着大伙走出的

龙堂经济发展之路" 对作为农业大省的

河南具有的标本示范意义" 即农区经济

发展之路! 正可能因为此番意义"郭自安

赢得了更多赞赏"他头上多了很多头衔"

像%河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九

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

不让龙堂变个样!誓不罢休

对于头顶如此多头衔的郭自安 "村

民张老汉的看法让外人看到了不同寻常

的郭自安" 也道破了他
#"

年拼命的原

因%&说一千道一万" 自安他是俺农民的

自安"俺龙堂村的领路人#顶梁柱"他最

大的特点是有一股为俺农民致富拼命的

精神#谋利的劲头和奉献创业的决心! '

郭自安说"带领大伙儿致富"让乡亲

们过上富裕日子" 这是当带头人的责任!

因此"就任村党总支书记时"他在全村大

会上表了决心%&不让龙堂变个样"俺誓不

罢休( '

为了这句誓言" 他一拼就是
#"

年!

村民们会向你讲述很多郭书记舍小家为

大家的事儿%

#""#

年"村办企业刚起步时"为解决

资金问题 "他发动党员 #干部 "集资 #兑

粮"以解燃眉之急! 他身先士卒"首先回

到家中向妻子做工作" 把为女儿出嫁添

置衣服的
%&&

多元钱拿了出来" 又把家

里
'&&

多斤玉米和价值
%&&

多元的动力

线拿到工地上使用! 这一举动感动了大

家%有人把家里的小麦变卖兑了出来"有

人把准备盖房的砖拉到了工地" 有人把

房子让了出来))

这年
(

月
#'

日这一天"一场大雨把

新建尚未竣工的砖窑场围困于积水当中"

如果不及时排水"将近
'

万元的投资就会

打水漂!这可是大家刚刚兑出来的血汗钱

啊(这时"一声闷雷炸响"把处于高烧昏迷

状态#正躺在床上的郭自安惊醒了"他一

骨碌爬起来" 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往外跑!

妻子看他踉踉跄跄"怕出意外"就忙去拉

他"他顾不得说话"夺过妻子手中的雨具"

一口气直奔窑场"不顾身体虚弱"跳进没

膝深的水中" 弯腰一盆一盆地往外舀水!

雨水淋湿了衣服"积水泡肿了双腿"冷风

一吹"直发抖"几次昏倒在冷水中))

#""(

年秋"在修村里的东环路时"每

家每户都是按人口分路段义务劳动"当

时村里考虑到郭自安家只有妻子一个劳

动力" 还要侍奉婆婆和年事已高的老奶

奶"决定不分给他家任务! 郭自安知道后

坚决不同意! 为了不影响工作"又能照常

照顾老人" 他和妻子天不亮就来到修路

工地上干活! 当别人家吃过饭来到工地

干活时"郭自安夫妇已基本完工了!

村里人说" 这些年" 郭书记以村为

家" 十天半月不踏进离办公室仅几百米

之遥的家是常事儿! 常常是"早上起床就

到地里#厂里转一圈"想到饿时已经是十

点多钟了! 所以"村里产的方便面常年放

在他的办公室"他笑言%这叫自产自销!

郭自安的妻子说 %&我们结婚
!&

多

年了"想来想去"几乎没有囫囫囵囵在一

起一天过! '

村党委副书记李怀欣与郭自安共事

多年"他说"为了龙堂的父老乡亲"郭自

安牺牲了很多" 他曾两次放弃跳出 &农

门'的机会!

#")%

年"军人出身的他因军

事技术全面#组织指挥有方"被上级武装

部门选中" 准备当作专职军事教员破格

提拔为专业武装干部"很多人求之不得"

他婉言谢绝了$

#""#

年"县委组织部在全

县村支书和村主任中招聘一批脱产干

部"郭自安榜上有名! 亲友们眼巴巴地盼

他能跳出农门" 郭自安又一次放弃了这

一难得的机遇!

他执著自己的誓言% 要让龙堂变个

样(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
局面!哪里就有大发展

&哪里有改革" 哪里就有新局面"哪

里就有大发展'"这是记者在郭自安书房

里看到的一幅书法作品的内容"行草"洒

脱不羁"遒劲有力"书者是郭自安本人!

郭自安很欣赏这句话"因为"正是其

中所包含的大胆创新理念" 引领他积极

探索"不断创新"在龙堂的土地上干出了

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 闯出了一条符合

农区实际的发展经济之路!

刚当上村党总支书记时" 他苦苦思

索"如何使龙堂村尽快富起来* 他抛开了

在
'*&&

亩地里刨食的老思路" 认定%靠

传统的种植模式" 卖粮养地" 挣不了大

钱$不创办集体企业"也挣不了大钱$集

体经济上不去" 全村人啥时候也富不起

来"奔不了小康!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当

年"村柳编厂#砖窑场#预制厂克服重重

困难先后上马了
+

不久"还盘活了一个停

产的面粉厂( 当年底" 集体企业创产值

''*

万元" 盈利
''

万元! 全村人拍手相

庆%咱村发展有希望了
,

这时候" 一心想带领村民致富的郭

自安又提出了这样一个新思路% 因地制

宜办企业"发挥优势上项目"量力而行搞

投资"滚动雪球促发展!

这是缘于一次去平顶山煤矿推销面

粉! 那次"他偶然在商店里看到有卖挂面

的"了解到挂面和面粉的价格差别之后"

他决心让龙堂的面粉就地加工增值 !

#""'

年春"第一条精制挂面生产线上马!

到现在"龙堂村已经拥有
#&

条挂面生产

线"年产挂面
*

万吨
+

成为全国最大的挂

面生产基地!

随后"围绕&农'字"村里陆续办起了

食品加工厂# 锅巴厂以及纸箱厂# 造纸

厂#印刷厂等配套的企业! 这些看似小打

小闹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农

字号#投资小#时间短#见效快#干得起"

它们昂起了龙堂经济的龙头" 并逐步带

领龙堂走出了农区工业化之路" 实践证

明"这是一条符合农区实际的务实之路!

上世纪
"&

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产品

市场出现了这种状况% 质次价低产品居

多"滞销严重$名优新产品较少"且供不

应求! 郭自安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对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有了自己的看

法% 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短缺经济发展阶

段已经基本结束" 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

进入一个必须讲究品种和质量的新阶

段! 因此"龙堂的农产品必须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实现&特色
-

档次
-

规模'"赢得市场并占领市场"有效

增加农业收益和农民收入!

从
#""*

年开始" 龙堂村经济来了一

次质的飞跃!那一年"学习了省委#省政府

有关领导考察荷兰#以色列等高效农业的

文章后"郭自安深受启发! 他决定运用农

业高科技发展现代农业"在龙堂村建一座

工厂式农业高新科技试验示范园区(

初秋" 记者在园区看到了这座高科

技农业园区内成片从韩国引进的蔬菜新

品"一个铁瓜能长八九十斤"大多出口"

煞是喜人! 郭自安告诉记者" 这座占地

#!*&

亩的省内一流高新科技绿色生态农

业示范区"先后引进
*&

多个名优特稀蔬

菜新品种"从中研究出
#&

多项栽培技术

和生产标准" 有
%

个产品被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在它的

示范带动下" 在临颍县和漯河市形成了

'&

万亩绿色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基

地! 由此"龙堂农业走上了高效#绿色之

路! 实践不断证明"工业反哺农业"发展

高效#绿色#无公害农业"是一种切合实

际的农业发展新思路!

因为有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的

这个根本目标和唯一动力" 这些年"郭

自安创新不断 %像在郑州 #漯河等地办

无公害蔬菜专卖店$较早尝试土地流转

和招商引资#靠大联强#共谋发展等等!

这次记者在龙堂采访时"发现村里的企

业有上海的"山东的"还有福建的! 郭自

安解释说"集体经济不一定就是集体经

营! 我们招来一些外地企业"它们不仅

带来了新技术 #新管理理念 "还能安排

村里人就业! 这又是一种集体经济经营

理念的创新(

一位长期关注# 研究龙堂发展的农

业专家称赞郭自安和龙堂是&三农'的骄

傲%围绕农业上工业"上了工业促农业"大

搞农产品加工增值" 通过推进农业产业

化"大力开拓城乡市场"做大做强农业产

业"书写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辉煌篇章$

把工农业两道&方程'联起解"把农村经济

与城市经济两篇文章联起来做的路子"是

一种统筹考虑城乡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

农业"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战略思

路"创造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

被国家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认定为&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郭自安说"他

没有遗憾"觉得自己对得起党"对得起父

老乡亲"对得起自己!

在龙堂村委会一楼大厅的屏风上有

一幅郭自安自己创作# 自己书写的草书

题诗%

古滩宿雁飞沧海

闹市龙云袅紫烟

故土重光花似锦

漫将诗画绣来年

这是郭自安对过去和未来的斟酌!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审稿 刘翔明 郎志慧 组版编辑 陈 晨
!"#$# %$&'(

!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

就少是非$

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 肯吃亏自然

就有权威$

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 常吃亏才能

有所作为$

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 多吃亏才能

有人跟随$

))'

这是电影 +村官李天成 , 的主题

歌---吃亏歌! 电影令人感动"吃亏歌也

唱响全国! 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濮阳县

西辛庄村党委书记李连成! 李连成带领

全村发展致富的故事" 其实是比电影更

为精彩的篇章!

从"吃亏#开始

.!当干部就是要带头吃亏" 只有干

部肯吃亏"才能把群众的事情办好# '/

在苦中长大的李连成比别人有着

更强烈的致富愿望! 早在
#".)

年"李连

成就开始到山西拉煤 " 到内蒙古搞建

筑 "后来回家搞地膜西瓜种植 "并略有

积累!

#")!

年中原油田刚刚建立" 李连成

敏锐地意识到需要大量蔬菜" 于是他以

年薪一万元的气魄聘请了一位蔬菜专

家"在村里率先建起了塑料大棚"率先向

财富冲刺!

李连成在蔬菜大棚里" 一住就是
.

年! 每天凌晨
!

点钟"他准时起来把菜送

到
'&

公里外的市里去卖!

.

年下来"被称

为&能人'的李连成净赚了
#.

万元"成了

全村的首富" 一座
%.&

平方米的两层小

洋楼也在西辛庄村拔地而起!

并不富裕的村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

了李连成!

#""#

年"

%&

岁的李连成经选

举当选西辛庄村支书!

怎样带领大家致富成为摆在李连成

面前的一大难题!

&我不识一个字"群众选我当支书是

要我带领大家致富" 我就领着村里人搞

蔬菜大棚吧! '他决定从自己熟悉的种菜

入手! 他承诺谁搞大棚蔬菜" 他帮助借

钱"跑贷款"并免费提供技术辅导! 同时"

还把自己的两座日光大棚让给村里两个

最穷的农户! 在他的带领"西辛庄村的蔬

菜大棚很快发展到
%&

多个" 仅此一项"

第二年全村就增收
!&

多万元!

#""%

年"濮阳市的大棚遍地开花!李

连成认为要想奔小康"还得办企业! 李连

成四处游说" 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入

启动资金中"说%&砸了算我的"赚了算大

家的( '但是谁都不肯拿自己劳动心血交

给不识一个字的李连成去办企业! 经再

三动员"最后只有李连成等
.

户兑股"共

兑
'#

万元办了西辛庄第一家企业!

第一年 "

.

位股东人均分红
#'/.

万

元! 第二年" 再生纸厂的股东发展到
#!

户"当年又赚了
'&&

多万元(

吃亏的&瘾'再次发作! 为了让群众

共同富裕" 他提出把价值
#&&

多万元的

再生纸厂作价
*)

万元转卖给全村群众!

最终他还是做通了股东的思想工作!

为了扩大规模" 李连成又说服全村

#*)

户筹集股金
#&&

多万元"改建了造纸

厂"还新建了一个再生纸厂!

至此" 西辛庄村家家都成了万元股

东#户户有工人"西辛庄村也由原来年均

收入不足
.&&

元的穷村" 变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没报销过招待费

.!我要是喝村里的一盅酒" 就割我

的舌头$要是乱花村里的一分钱"就剁我

的手指头# %/

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 李连成

最清楚群众盼望啥#反对啥! 公款吃喝是

农民群众对村干部意见最大的一件事!

那些年"村里矛盾重重"村民成群结队地

冲入村干部家" 抱着账本闹到公社找领

导! 当上村支书后"李连成对全村人立下

誓言%&我要是喝村里一盅酒" 就割掉我

的舌头$要是乱花村里一分钱"就剁掉我

的一根手指头! '

李连成也清楚没有规矩保证的誓

言"并不能得到群众真正的信任! 李连成

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实事" 就是建立村民

理财小组"实行财务分开$立的第一个规

矩"就是村里不设吃喝招待这项费用! 由

村民小组长和群众代表组成理财小组"

管账与管钱分开" 村民代表由那些意见

大#牢骚多#不相信班子的人组成"让其

监督"参与管理!

十多年来" 他没有让村里买过一盒

烟# 一瓶酒" 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招待

费"村里的招待费至今仍是零! 他因公出

差"啃干馍"喝凉开水"舍不得住旅馆买

凉席睡在车站! 一年夏天"李连成到新乡

出差" 花
(

元钱买了一个凉席在路边睡

了一觉"这事西辛庄村更是人人皆知! 自

己的亲戚想在村厂子里上班不照顾"宁

可自家亲兄弟翻脸也坚决不放弃原则!

不仅廉洁奉公" 李连成还凡事身先

士卒!

#"")

年"村里建小学"李连成光着

脊梁#赤着双脚第一个走上工地"支部成

员紧跟在后" 带领全村人苦干
**

天"建

成了一所全市一流的小学! 创办再生纸

厂时"李连成亲自当泥瓦匠"带领大伙建

厂房"一直干到大年三十放鞭炮!

发展是硬道理

.!别人吸烟有烟瘾"喝酒有酒瘾"我

就是有&发展瘾'% /

审时度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是西

辛庄发展的不竭动力!

李连成并不满足于再生纸厂带来的

那点效益" 他希望能够带领全村谋求更

大的发展! 他们创造性地采取农民股份

合作制的办法"相继建起了工业用呢厂#

奶牛场#棉纺厂#酒业公司!

为了加快发展" 以西辛庄村为主的

庆祖镇规划建立了 &濮阳县庆祖电光源

工业聚集区'"西辛庄引进环保#节能型的

产业!首先西辛庄与上海闵原电器有限公

司合资
#/'

亿元兴建了高科技电光源生

产企业濮阳华珍电子有限公司!

'&&(

年

##

月世界上汽车灯四大生产商之一 &台

一工业有限公司'投资达
#/'

个亿前来聚

集区开办了濮阳分公司!

'&&*

年
)

月台

商家胜灯饰有限公司在聚集区建成投产!

'&&*

年
#'

月台商光宏灯饰有限公司在

聚集区建成投产"年生产普通灯泡#装饰

灯泡
#/(

亿只!

'&&.

年
(

月台商格瑞特灯

饰有限公司在聚集区建设投产"年生产圣

诞灯等特种灯炮
#/(

亿只))

李连成在引资的同时" 还注重通过

服务学习先进技术"发展自身!

'&&*

年
%

月"看到外地电光源企业的发展"李连成

的&发展瘾'又上来了! 他决定自己也试

着搞一个" 又在村里找了两户懂技术的

村民"经过协商"每家出
#&

万元建了一

个自己的天成科技照明有限公司" 该公

司创办成功后至
'&&.

年元旦"每个股份

能分红
''

万元的时候"李连成再次提出

二次创业" 将公司低价转让给了全村村

民"吸纳村民股份达
(&&

万元!

'&&.

年底

该公司分红高达股金的
!&0

! 在李连成

带动下" 西辛庄相继建起了亚光节能灯

厂#华辉节能厂#星光节能灯厂#久阳节

能灯厂#纸箱厂#纯净水厂等!

目前" 这里已形成了豫东北规划最

大的电光源产业集群"产品出口美国#欧

盟及国内等市场!

'&&)

年聚集区企业实

现产值
*

亿元"利税
*(&&

万元"安置农

村劳动力
)&&&

人!

十几年来" 西辛庄村农民人均纯收

入实现了连年递增!

#""#

年
*&&

多元"

'&&)

年达到
#%'&&

元!

把群众的利益最大化

.!村里的每一分钱"挣来得都不容易"能

省下来一分"就为群众办一分钱的事# % /

西辛庄的持续发展" 也在于它把群

众的利益最大化" 得到群众从始至终的

支持!

在
#"")

年
"

月该村建了两层教学楼

0后改建为三层1和教师平房公寓"这是全

村的第二幢楼! 李连成讲"像他这一年龄

的人上过学的不多"吃了这方面的亏! 要

想发展必须有文化"要想有文化必须重视

教育"所以在办厂同时"首要就是办学校"

村里不但建了楼和公寓"村里还为教师安

排了生活需要物品" 无论上级何时发工

资" 村里保证每月按时给教师兑付工资"

并保证从企业抽出钱为教师发奖金!

西辛庄村的新村规划从
#"")

年
"

月开始启动! 到
'&&&

年底"全村旧房全

部拆除 "

'&&

套
'&(

平方米楼房全部建

成"每家都住上别墅!

如今村里有了学校" 村里还有了敬

老院"有人工湖"有文化广场"还装了宽

带"有阅览室!

'&&)

年西辛庄以股份形式

投资
)&&&

万元建起了的全省一流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纳入了农村新型合

作医疗组织! 村民还有享有多项福利"每

月一口人
.

度电不收钱" 每人
!

吨水不

收钱"孩子上学不收钱!

如今"我们走进西辛庄村"宽阔的主

干道"气派的照明灯"郁郁葱葱的绿化带

格外醒目! 厂区内"前来观光的客商一批

又一批" 一辆辆不同类型的小汽车在不

停穿梭"操着南腔北调的行人"穿着新潮

的衣服"迈着轻盈的步伐"完全有如过着

城市般的生活!

李连成过去没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

字"这也成了他在不少场合的开场白! 自

'&&&

年
.

月时起"他坚持一天认三个字!

党的十七大报告会上" 胡总书记的
*%

页

报告他仅有两个字不认识"现在李连成也

开始学电脑#英语了))这种细节折射了

李连成善于学习"不停发展的渴求!

西辛庄的发展也见证着新中国的发

展! 李连成和他带领的西辛庄并不满足

于目前的现状! 在新的起点上"他们已经

定下今后的发展方向"争取早日实现西辛

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为乡村治理

的典型!

郭自安!

漫将诗画绣新村

!

本报记者 郎志慧
!

本报记者 马国华

李连成!

一心为民的好!村官"

李连成!男!

!"#!

年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濮阳县庆祖
镇西辛庄村党委书记"

!""!

年
$

月!全村首富李连成当选村支书"在他的带
领下!全村干部群众把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 如今!西辛庄村家家住的是小洋楼!户户烧的是
天然气!村民用水#用电#看病吃药不花钱!孩子上学全免
费" 人均纯收入由

%""!

年的不足
&''

元! 发展到
(''$

年的人均
%)(''

元"

李连成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当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

"" ""

""

郭自安!男!

!"#!

年
!!

月生!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
员!现任漯河市临颍县龙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河南
省龙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龙云工业
园管理服务委员会主任"

!""!

年!郭自安担任了龙堂村村支书!他靠自力更生#

苦拼实干的创业精神白手起家!目前!龙云集团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

$"%$&

万元资产规模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郭自安先后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第八届#

第十届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农民科技星火带
头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全国农村优秀人才等"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李连成正

向内黄县二安

乡干部介绍基

层组织建设先

进经验#

李连成和乡亲们一起学习#

龙堂村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