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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侯博通讯员吴文昊

书记访谈

2010年11月，驻马店市高招办副主任

朱振江被组织委派到上蔡县党店镇东张寨村

任村第一支部书记。转眼间，朱振江上任已

两年多了，这位常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在村

里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呢？

1月5日上午，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上蔡

县党店镇东张寨村，在刚刚落成的村委会办

公楼里与朱振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朱书记，您好！第一次来到东张寨

村时，这个村给您的印象如何？

朱振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我来东张

寨村前本来思想上有准备，但是来了以后，心

里还是凉了半截。当时这个村连一间像样

的办公室都没有，他们给我安排的住室是村

里原来养蚕时留下的旧房子，院内杂草丛

生、屋内布满蜘蛛网，整个院子连电都不通，

当天夜里我孤单地躺在四处透风的小屋内，

怎么也睡不着，真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

落后的村。

记者：您来村里时群众接纳您吗？您是

怎样和他们打成一片的？

朱振江：说实话，一开始他们并不接受。

我刚来村里时，群众都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

眼睛里充满疑问，心里边存着戒备。其中一

些老人直接就说我是来“镀金”的，干两年回

去就提拔啦。

为了和村民接近，我每次走访群众时兜

里都会装着香烟，我这个不吸烟的人也学会

了抽烟，通过和村民们在一起吸烟、聊天，慢

慢地我摸透了村里的情况，村民们也不再把

我当外人了。

记者：和村民们打交道，什么事最让您感

动？

朱振江：最感动的事就是当你给村民办

了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事时，他们就会给你最

高的礼遇。

我刚到张寨村时，一个叫楚长在的老民

办教师向我反映，他干了22年的民办教师，

后来因为被抽调到村里工作，在民办教师整

顿时被清除了。

接到反映后，我多次利用开会及回家的

机会到市县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并找到了原

来教育部门给他颁发的民师证。元旦前，我

看到上级有关部门将给老民师一定补助时，

就及时打电话告诉他，谁知我刚说完，他在电

话中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然后电话就没音

了。10多分钟后，老楚满头大汗地跑到了村

办公室，他一见我就说：“您可给我帮了大忙

了，这个恩情我说啥都不能忘，所以我一挂电

话就跑了过来，一定要给您当面致个谢……”

看到老楚头上散发的热气，我的眼睛当时就

湿润了。

记者：驻村工作以来，您最大的收获是什

么？

朱振江：通过这次驻村工作，我增长了知

识，提高了能力，结交了朋友，这就是我最大

的收获。

在这两年多的驻村工作中，我走遍了全

村的角角落落，和村里群众交成了知心朋友，

写下了9本近10万字的民情日记，我感觉这

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这次驻村锻炼的最

大收获。

2010年11月底，驻马店市高招办副主

任朱振江被驻马店市委组织部选派到上蔡县

党店镇东张寨村任第一书记，在第一书记这

个岗位上，他先后荣获了“招商引资先进个

人”、“创建全省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2012年6月被驻马店市委表彰为“优

秀第一书记”。朱振江为群众办的那些事儿，

乡亲们都记在心里。

东张寨村辖5个自然村4023人，其中党

员54人。朱振江进村时，村“两委”班子不健

全（只有干部3人），连续6年没有发展党员，

多年没召开过党员和群众大会，村里公益事

业无人管、没人做。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村里

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从不张口求人的朱振江开始了上下“游

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朱振江的不懈努力

下，2011年4月，驻马店市高招办与东张寨村

签订了《关于开展结对帮扶、结对共建活动的

实施方案》。由市招办从办公经费中每年支

出6万元，三年不低于20万元，资助东张寨村

的各项建设。当年6月，第一批帮扶经费6万

元全部到位，党店镇党委也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争取了配套资金6万元。目前，一座整齐

漂亮的村委办公室已经竣工。

在朱振江的主持下，东张寨村重新健全

了党支部、村委会，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

度。他还相继争取和实施了一系列惠民项

目：争取“千亿斤粮食增产计划”项目资金

89.6万元，打井18眼，修桥18座，筑路2.5公

里，贯通3个自然村；争取“扶贫开发整村推

进”项目资金50万元，筑路2.1公里，实现了

东张寨所有自然村的“村村通”；争取东张寨

小学危房改造资金29.5万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

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

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具体到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上，必须从

维护全区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推动全区和谐社会建设。近日，商丘市睢

阳区委书记薛晓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

是说。

薛晓峰说，十八大的精神实质是提高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

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2年，睢阳区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

问题上，按照转变农民生活方式、转变农业

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转”方针

和布局集中、要素集聚、功能集合、资源集约

的“四集”原则，共规划新型农村社区67个。

2012年启动建设20个，其中12个纳入市级

试点。

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民实现了就地转移、就

近就地就业，再通过农民改社区居民、村委会

改社区居委会、村级集体经济改股份合作制经

济，实现农民身份的就地转换，实现“既不离土

也不离乡”的城镇化。创新了社会管理,几个

行政村合并成社区后，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村务公开、计划生育、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等方

面都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

了行政成本。

薛晓峰说，睢阳区坚持创新管理的最主

要一点就是坚持产业发展与社区同步规划、

同步推进，每个社区都规划有产业园区。加

快推进土地适度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着力培育主导产

业，力求社区实现“四有”，即有土地流转、有

特色产业、有龙头企业、有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据统计，社区整合村已实现土地流转

16.1万亩，建设各类特色种植基地12个、规

模养殖基地6个，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52家，发展市级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5家、省级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1家。

2013年的元旦假期，天气

虽然寒冷，但洛阳市牡丹瓷股份

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却暖意融

融，记者在那里采访了该公司董

事长李学武。

朋友的一句话激发灵感

记者：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李学武：当了4年兵，复员以

后，当过一年搬运工、一年保卫，

后来又做了几年业务员，同时又

和几个战友合开一家贸易公司。

记者：牡丹瓷这一概念设想

来源于哪里？

李学武：就是朋友的一句

话。2008年4月份牡丹花会的

时候，当时和几位外地朋友一块

吃饭聊天，说洛阳虽为牡丹之

乡，但一年的花期也就20天左

右。一位外地朋友说，要是有永

开不败的牡丹花就好了。

记者：从一个商人，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成为牡丹瓷创始人、文化

人，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艰辛的吧？

李学武：没少吃苦啊！学习

考察不低于100次，拜访名师、专

家近百人。有一次，去德化、景

德、李陵等瓷器名镇转一圈，请大

师对其产品工艺进行指导，因不

想费时转机，开车载着怀孕5个

月的妻子11天跑了9000多公

里，回到家眼睛涩得无法闭眼，躺

在床上看天花板都在不停地转。

发展不必担心仿制

记者：在市场上，洛阳牡丹

瓷仿品很多，怎么看待仿品？

李学武：好东西哪有不仿

的！你的东西不好，谁还会去仿

制？但仿品总归是仿品，价格差

距大，质量差距也就大。

记者：听说你的牡丹瓷都有

专利，你想过维权没有？

李学武：我们都有专利，但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没必要那样

做，维权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

事情做得更好，不能说为了自己

的生存，就把他们消灭掉。换句

话说，仿品的背后也是一大批要

吃饭的人，你吃稠的人家喝稀

的，你赚钱了，也得让人家赚些

钱呀。一定程度上，仿品有利于

产品的开发和宣传。

上蔡县党店镇东张寨村第一支部书记朱振江：

驻村不是为“镀金”
●真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落

后的村

●每次走访群众时兜里都会装着

香烟，我这个不吸烟的人也学会了抽烟

●当你给村民办了一个举手之劳

的小事时，他们就会给你最高的礼遇

●和村里群众交成了知心朋友，

写下了9本近10万字的民情日记

朱振江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海波

朱振江为群众办的那些事儿

要多谋
民生之利

新闻人物

□本报记者何难

【人物名片】
李学武，1971 年出生于洛

阳，洛阳牡丹瓷创始人，省工艺

美术大师，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洛阳牡丹瓷研究院

院长，2011 河南省文化创意产

业年度领军人物奖获得者之

一。洛阳牡丹瓷依据生态牡丹

花造型，纯手工制作，比起传统

的工艺瓷器成功率要低很多，

尤显珍贵。

商丘市睢阳区委书记薛晓峰

1 月 7 日早上 9 点 20 分，

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冉屯东路

威尼斯水城旁的萝卜哥直营

店，这时，“萝卜哥”韩洪刚还没

有到店里。

9点 50分，韩洪刚推门进

来，寒暄几句后把记者引到办公

室。他憨厚地说：“地方有点小，

别见怪。”说完就打开电脑：“我

得先看看微博，好多人@我呢，我

得给他们回复。”随时随地上微

博已成为韩洪刚的习惯。

专柜开到上海去

记者：最近在忙什么？

韩洪刚：在大家的支持和帮

助下我成立了公司，还成为河

南省青年农民致富带头人协会

理事单位——青年农民联合会

的副会长，这让我有机会接触

到种养殖的业界精英。现在，我

正在做的就是和他们建立联系，

整合咱省的农业资源，为下一步

打好基础。

记者：你说的下一步是什么？

韩洪刚：下一步就是和上海

做好对接，我和别人一起成立了

上海萝卜哥生态农产品有限公

司，我占50%的股份，负责种植

和收购，计划将河南农产品打入

上海菜场，建立起从“田间”到

“专柜”的直销模式。下半年想

在上海开四五十个专柜，我现在

做的就是为这些专柜找货源。

建立标准化菜场

记者：你还有时间种地么？

韩洪刚：也种，但主要精力

会花在经营上，种植为辅，经营

为主。咱河南省最不缺的就是

种地的，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

个也不少。缺的是销售渠道，更

缺的是有品牌的销售平台。和

种养业的朋友们熟悉了以后，下

一步打算走订单农业，为萝卜哥

直营店专柜供货。比如我们明

年大概需要萝卜60吨，就找到

种萝卜的农户签订订单，我们负

责收购。谁和我们合作谁的菜

就好卖，不存在滞销。

记者：郑州这边有没有什么

打算？

韩洪刚：我在上海看到他们

的标准化菜场，很感兴趣。他

们的蔬菜市场经营模式要比

郑州先进好多年。看咱这菜市

场，就搭个棚子，环境脏乱，风

吹雨淋又受冻，卖菜的辛苦，买

菜的也辛苦。所以我想做和萝

卜哥直营店不同模式的标准化

菜场。打算租用地下一层或者

地下停车场，大概1000多平方

米的地方用来建设菜场。我

现在这个“直营店”最多服务

周围小区的居民，而且菜也不

全，如果建设一个标准菜场，

菜的品种更加齐全，就能更好

地服务更大范围的居民。就

是地方比较难找，现在正发愁

这个事儿。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朋友，深入基层，

与采访对象面对面，掌握第一手资
料。鲜活、生动、独家！这是《面对
面》的追求！

介绍一下主要栏目：
对话 就读者关心的热点问

题、重大事件及各地重点工作，与

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真切、

平实地表述和还原新闻事实。

新闻人物 聚焦新闻人物，走

进他们的心灵，真实反映他们的酸

甜苦辣。

系列访谈 将就县乡经济社会

文化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独

家系列访谈，力求独具特色、有一

定深度和见解。

小康路上 重点报道乡村致富

能人和带领大家致富的领头人。

可以是一问一答的访谈文章，
也可以是访谈、走访类的调查及报
道，还可以是有观点、有见解的署

名文章和精彩有见地的评论。新
闻人物、热点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关注我们的报道，参与我们
的报道！办好《面对面》，让我们一
起努力！

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电话：0371-65795763
信箱：ncbzbs@sina.com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欢迎

赐稿。

本报编辑部

“萝卜哥”其人其事
2011 年，郑州市惠济区菜

农韩洪刚承包的 60 亩萝卜喜

获丰收，然而由于销路不好，收

购价每斤只有四五分钱，他决

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此事

被媒体报道后，短短几天韩洪

刚 60 亩地里的 20 万公斤萝卜

都有了着落，韩洪刚也有了“萝

卜哥”的称呼。自从“萝卜事

件”后，韩洪刚开了微博、办了

直营店、注册了公司，又去上海

卖菜。

朱振江访问村民（资料图片）

对话

□本报记者黄华

“萝卜哥”想建大菜场
现在正为找地儿发愁

李学武：

朋友一句话
带来一片商机

商界

□本报记者黄红立

新年伊始，焦作彩民的幸运之手刮出了

2013年我省第一个体彩即开票头奖，奖金高达

150万元。

14日上午，焦作彩民李先生（化姓）在家人的

簇拥下到省体彩中心，兑走了“顶呱刮”“宝石之

王”150万元奖金。据李先生介绍，他接触体育彩

票有一两年时间了，平时比较爱买超级大乐透和

七星彩，偶尔也会买一本“顶呱刮”即开票刮着

玩。12日，他到体彩投注网点打过票后，顺手买

了一本即开“宝石之王”。回到家后，他慢慢刮了

起来。刮开第二张彩票的“游戏1”后，出现了一

个王冠标志，下方对应的金额为“￥300，000”。

根据游戏规则，如果出现一个王冠标志，即中得

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当时，我心里就有

谱了，‘宝石之王’一等奖150万，二等奖30万。

我觉得这张票应该有150万元奖金。”李先生这

样告诉记者。果然，在“游戏4”和“游戏5”里，他

又分别刮出了1个“￥300，000”和2个“￥300，

000”。这张票他刮出了150万元奖金！李先生

乐坏了，赶紧把好消息告诉家人。

领到奖金后，李先生说，他和家人都还处在

兴奋中，还没想好怎么花这笔钱。 （王淼）

体彩“顶呱刮”开门红：
焦作彩民刮中“宝石之王”150万大奖

“大乐透”新年首奖出炉
天津幸运儿2元挑中1000万元

“大乐透”新年首注头奖出炉！1月7日晚，第13003期“大

乐透”在天津中出1注一等奖，由于上期奖池突破1亿元，当期

启动了一等奖优惠派彩措施，虽然大奖得主仅投2元1注未有

追加，但仍捧走了1000万元奖金。

“31”连续4期现身

第13003期“大乐透”的中奖号码为：前区“01、16、18、21、

31”；后区“09、12”。前区号码大小比2∶3，奇偶比3∶2，开出

“01、21、31”这组同尾号，其中“31”为连续第4期开出，令彩民

大呼意外；后区则开出一奇一偶两个大号组合，“12”为连续第2

期开出，“09”也仅遗漏2期。

唯一头奖落户天津

一等奖在经历连续3期空开后，当期终于中出1注，落户天

津市，由于上期奖池突破1亿元大关，当期启动了一等奖优惠派

彩措施，单注奖金达到足额1000万元，可惜中奖者未有实施追

加，否则奖金将加码至1600万元。

据核查，天津这注一等奖由河西区04518体彩投注站售

出，中奖彩票上仅有与大奖号码相同的1注单式号，中奖者仅花

2元便捧走了“大乐透”新年首注一等奖。

单期投注额近亿元

此外当期还中出29注一等奖，每注奖金17万多元，其中8

注追加，可多拿10万多元奖金；中出53注三等奖，单注奖金

22405元，其中21注追加，可多拿13443元奖金。

再享头奖加料利好

此前“大乐透”连续3期头奖空开，令奖池有如芝麻开花节

节高，第13003期虽然爆出了新年首注大奖，而且奖金达千万级

别，但仍无阻该玩法奖池升势，第13003期开奖结束后，“大乐

透”奖池上涨至1.2亿多元。根据有关规定，1月9日晚开奖的第

13004期将继续实施一等奖优惠派彩措施，届时彩民便可再享

“2元中1000万元”、“3元中1600万元”的利好。

另外需要提醒彩民的是，“乐透星期三”活动正在进行中，凭

“大乐透”彩票可以获得更多、更值的奖品，没有“大乐透”彩票也

可参与。

公益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