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州市山货回族乡路庄村党

支部书记姜中保今年五十岁出

头，大家都叫他“老姜”。他8块钱

起家打铁创业，带富一方百姓。他

说：做人做事和打铁一样，只有做

好自己，千锤百炼，“炼”就一身

“硬”本领，才能干成事、有口碑。

“我们村离全国农机市场长

葛近，机械配件是祖辈留下的传

统产业。我老早就寻思着咋围绕

着这个做文章。”坐在记者面前的

姜中保从最初的创业谈起，打开

了话匣子。1984年，他跟师傅学

了几个月后，回家开始尝试自己

打铁。当时8元钱买来原材料，

打铁钉儿，后来打锄头、耙子、铲

子等农具，1个月赚45块钱。现

在，姜中保厂子里的杂工每人每

天都开150元。

2003年，姜中保的厂子产品

滞销，资金困难。“我是厚着脸皮

找了5家，凑足3300块钱买了电

机，厂子才开始继续运转……”

“穷时给一口，忘不了富时给

一斗。”富起来的姜中保为回报乡

亲，成功培养了本村14个机械配

件行业的致富典型，并尽可能请

更多的乡亲们来厂子干活，增加

他们的收入。

目前，路庄村成规模的企业

达17家，村里基本无闲人，就连

轻微智障的年轻人都能看个滚齿

机或是磨砂轮自食其力，不少外

村人也来路庄“上班淘金”……

近年来，为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民生，姜中保和全体村组

干部没发过一分钱的工资，都留

给村集体了。他为了给村里省点

工钱，总是带头开着自家农用三

轮车或是手拿工具冲在前头。目

前，村里除圆满完成饮水工程外，

电网改造也顺利完成，农田水利

项目同时申报成功……

8月15日傍晚，汝州市陵头镇寇寨村的

水泥路旁，坐满了出来纳凉的村民。大伙儿

正闲聊之际，一个熟悉的身影拄着拐杖从远

处走来。

“王梅荣来啦!”乡亲们马上认出了她，

等王梅荣一段顺口溜说完，周围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几名中年妇女还有节奏地齐声高

喊：“梅荣婶，再来一段! 梅荣婶，再来一段!”

老人的顺口溜为何如此受欢迎？面对

记者的疑问，大伙儿争着说：“顺口溜说到了

咱老百姓的心坎上，咋不受欢迎？”

今年79岁的王梅荣有着近60年的党

龄，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是个“响当当的人

物”，干过大队长、乡农会委员、农场场长，连

续三次被评为“临汝县甲等模范”。

1982年，王梅荣的丈夫因患脑溢血病

倒，不省人事，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生命，但

长期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当年7月，

处于人生顛峰的王梅荣毅然辞去所有职务，

回家一心伺候丈夫。10多年后，丈夫离开

人世，王梅荣打算“管管”村里的事儿。可她

想，自己没有“权”，说的话也没人听，就想到

成立一个文艺队，组织村民一起演出，用群

众教育群众。

1997年10月，在王梅荣的倡导下，村

里成立了文艺队。文艺队队员当时年龄最

大的60多岁，最小的20岁。王梅荣凭借

在1959年全县治理水库时学的快板和坠

子的底子，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说穷

富》、《破除迷信树新风》、《观花灯》等十几

首顺口溜，并找来村里的老艺人指导排练，

然后在村里演出。

文艺队成立初期，由于缺乏资金，队

员们找来一些木材和竹竿，请人做了十几

副快板和木棒，用这些道具为乡亲们表演

节目。后来，演出次数越来越多，队员们

感觉没有演出道具和服装唱不出韵味，乡

亲们听得也不过瘾。于是，大伙儿你10

元我20元地凑了一些钱，买了些乐器，并

自制了演出服。

王梅荣一般凌晨3点起床编写顺口溜，

每编完一首，她都给每个队员抄一份，最多

时一首顺口溜要抄写30多份。16年来，王

梅荣先后编写顺口溜300余首，书写手稿上

千页，和队员们一起义务演出1000多场次。

王梅荣成了村里的“文明使者”，但也有

很多人不理解，问她：“又搭工夫又赔钱，图

啥？”王梅荣回答：“不求名来不图利，只为百

姓能明礼……”

“教育人、启迪人，改陋习、树新风，大

实话作用大，文明新风全靠它……”陵头

镇中心校的教师杨全平这样评价王梅荣

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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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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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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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371-6579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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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常村镇柴巴教学点教师井峰

大山深处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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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记者在安阳县磊口乡卜居

头村一片核桃林里采访了绿鑫家庭农场主

卜红安。

记者：这片核桃林有多大。

卜红安：4400多株，是今年开春起，我

筹资30多万元种的。

记者：怎么想起种核桃的？

卜红安：我就是这个村的。看着村里

大多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逐渐闲置,就动

了种核桃的念头。

记者：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

卜红安：前几年也出去，收入还说得

过去。这两年，年纪大了，就留在家里

照顾家人，打打零工，全家一年收入一

万多元。

记者：种核桃有钱赚吗？

卜红安：当然。种玉米等传统作物，每

亩顶多收入700元。种核桃每亩收入是种

玉米的十几倍。一株核桃苗15元，一亩地

买种苗的钱得660元，再加上土地流转、挖

坑、埋苗、肥料、浇水、农药、修剪、嫁接等费

用，一亩核桃的成本约1300元，100亩核

桃三年需投入60多万元。话说回来，种核

桃3年就能挂果，5年进入盛果期，一亩地

种44棵，一棵树产干果15斤，一斤按最低

价15元算，一亩收入在1万元左右。 乘以

100，就是100万元，这样一年下来，本差不

多就赚回来了。

记者：核桃岂不成了金蛋蛋了？

卜红安：现在，一个核桃能换一个鸡

蛋，二十斤核桃能换两袋大米。

记者：核桃3年才挂果，这两年怎么办？

卜红安：先搞林下经济，在林下种草，

草上养羊、养土鸡，把这片山搞成一个集

绿色、立体、循环、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基地。

老周的家在南阳市卧龙区潦

河镇姚营村4组。去老周家还真

不好找，姚营村是个大村，人口三

千多，老周家住在村子的东北角，

而进村的路是从村西边进去的，

先要直行近一公里，再曲曲弯弯

地转四五个路口。村中间问了两

次路，一听说是找周森山，开小卖

店的大爷和邻村来买豆腐的小伙

都热情地指路，并说：“是想修建

沼气吧，老周的技术和服务都是

一流的。”

见到背着工具包正要骑上摩

托车的周森山，我们问的第一句

话就是，沼气服务站的路这么难

找，怎么能提供便捷的服务？老

周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的服务

都是电话联系，上门服务，所以服

务站的位置偏僻与否不重要。”

今年51岁的周森山是卧龙

区潦河镇姚营村沼气服务站负

责人。老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他于2003年在南阳市第一批取

得农村沼气生产技能工资格。

随行的卧龙区农业局能源站站

长鲁奇介绍说，目前全区共有

450个持证沼气技能工，83个沼

气服务站，服务沼气用户2.2万

户。而老周的服务站，则直接为

潦河、陆营、青华等4个乡镇500

多户沼气用户服务。老周的维

修技术很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

问题，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沼

气医生”。

当天上午老周要去的地方是

本镇上范营和宋马营两个村子，

有几家沼气出了故障。我们开车

跟随着老周，走了3公里多，来到

了上范营。丁相元老人家里4口

人，早上做饭时发现沼气不旺，平

时5分钟都烧开的水硬是烧了半

个小时才开。老周在厨房内敲了

敲沼气灶具，看了看沼气管道，就

沿着管道往外走，一边走一边用

鼻子嗅，在厨房外墙转角处，老周

说：“就是这了，肯定接头松了，漏

气。”打开一看，原来是里面的皮

垫儿松了，管道弯头也有点变形，

老周麻利地换上一个，厨房里老

丁一打火，沼气又蓝又旺，好了。

沼气服务工、沼气服务站，干

这行收入咋样？老周说，收入还

行。现在有500多户沼气用户与

服务站签了了服务合同，每年都

是二十多万，扣除成本，收入十几

万，一年还要建几十个新沼气池，

又十来万，他们五个人，人均有四

五万元。

出售青鲜烟的车辆川流不息，验收、过

磅、开票有条不紊，装笼、烘烤、分捡等车间繁

忙有序，工人干劲十足……近日，本报记者来

到位于社旗县饶亮镇龙池村的金叶综合服务

专业合作社采访，这个与众不同的合作社让

记者大开眼界。

金叶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属专业公司

制，2011年以招商引资的形式被引进饶亮

镇，2012年初正式注册挂牌成立，总投资

4500万元。

记者听合作社的人说，他们购买农用机

械的投资有1800万元之多，还买了喷药直升

机，建了气象监测站、人工降雨炮台。

最让合作社骄傲的是他们2012年自主

研发了“智能炕”,也就是自动化流水线节能

型烟叶烤房。

“以前的‘土炕’烤一斤烟的成本要2块

多钱，现在的‘智能炕’利用太阳能产生的一

部分热量，只需要 5毛钱，降低了烘烤成

本。目前正在申请专利并扩大建设规模。”

合作社董事长索明朋说起“智能炕”，很是有

点自豪。

在这家合作社，实行的是种烟托管模

式。合作社对社员实行统一机耕起垅、统

一供应烟苗、统一配方施肥、统一喷药防

病、统一技术管理等“全托管”。烟叶成熟

后，合作社再统一进行青鲜烟收购，烟农只

种烟不炕烟。

今年30多岁的吴运动是合作社的烟

农，种了200多亩烟田。他说：“自己虽然

种得多，可种烟全程托管，让我既省心又

赚钱。”

也有不少农户干脆把地租给合作社，

自己再去合作社上班。二户岗村村民李天福

说，他去年把地租给合作社不种了，后来在社

里进行了科技培训，被聘过来当技术员，一个

月能挣2000多元钱。

在新学期开学前夕，记者拜访了一位可

敬的山村教师——井峰。

不能看着孩子没学上

叶县常村镇柴巴教学点位于西唐山深

处，这里层峦叠嶂、风景宜人，古人曾用“青山

不墨千秋画，澧水无弦万古琴”的诗句来形

容。柴巴教学点只有小学两个班级12名学

生，也只有2名老师，井峰便是其中一位。常

村镇中心校校长华朝辉说：“柴巴教学点的工

作、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走出大山要走10

公里的山路，因此那里被当地人称为叶县的

‘小西藏’。”

2004年，随着家住柴巴村的教师谢广德退

休，柴巴教学点一时间竟招不来老师。井峰

放弃了在本村教学的机会，主动到离家7公

里外的柴巴教学点任教，这一教就是9年。

年近六旬的他说：“俺家虽然离柴巴不近，但别

的老师离得更远，不能看着孩子没学上。”

在通往柴巴的山区公路上，一侧是陡立

的峭壁，一侧是幽深的峡谷，路边不时可见防

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的警示牌。柴巴教学点没

有校舍，借用了当地村委会的5间平房，其中

4间作为教室，一间作为井峰和同事赵榜的办

公室兼厨房。

最贵重的就是一台电子琴

走进教学点，二年级的教室里只有3张

破旧的木桌。井峰说：“别看我们学校小、学

生少，但该开的课程一科都不少。”井峰没有

受过正规的美术、音乐教育，要教孩子们只能

靠自己先自学。

柴巴教学点最贵重的就是一台电子琴，

别的教具都是他们自制的。打开办公室里的

一个旧柜子，拿出五六捆用绳子扎得整整齐

齐的高粱秆：“这是我们做的计数棒，教孩子

们数数用的。”然后，井峰又指着大大小小的

纸盒子说：“这些盒子是教孩子们认长方体、

正方体用的。”

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做饭

井峰住在常村镇五间房村，离教学点7

公里远。为了保证上午8点前赶到学校，他

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做饭，然后骑车前

往学校。“最难的是冬天，山里气温低，容易结

冰，弄不好就会摔倒。”井峰说，他和赵榜老师

都摔过多次。

井峰刚到柴巴教学点时，村里还没有通

电，根本没法做饭，他只能每天带着干粮去上

班。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口馒头。用上电

之后，他可以每天中午在学校简单地做顿面

条充饥。

面条是从家里带来的，用一个苹果箱装

了半箱子放在办公室里，青菜是井峰上班路

上在地里掐的红薯叶。他笑着说：“我们吃的

都是绿色食品。”

井峰今年已58岁，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他最忧心的是，再过几年，他们都退休了，这

里的孩子怎么办？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增涛 文/图

禹州市路庄村党支部书记姜中保：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齐远清

●竹板响、响声连，文艺队员来宣传，不说天文和地理，说说穷富这

一篇；你想富、他想富，我来给你找门路，听到鸡叫离床铺，勤劳苦干保证

富，遵纪守法是正路，邪门歪道顶不住……

●十八大精神是指南，好比汽车方向盘；十八大精神是法宝，哪里

落实哪里好；十八大精神指方向，农民心里亮堂堂；农业决战大丰收，

政府频频出援手；荒山变成花果山，迎接游人来参观……

有喷药直升机的合作社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张林 李崇

王梅荣编的顺口溜

安阳县绿鑫家庭农场主卜红安

一个核桃
能换一个鸡蛋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李昌奇

“沼气医生”周森山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王松林

8月28日，封丘县黄陵镇白

王村，由村民王新河捐资200万

元建设的白王新河小学赶在开学

前顺利落成。新建成的教学楼使

用面积1200平方米，办公面积

400平方米，教室里安装了电扇、

日光灯，配备了全新的课桌椅。

记者：村小学以前是什么情况？

王新河：教室是D级危房。

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早

上和傍晚，室内采光严重不足，学

生根本看不清黑板。很多学生只

能到外村上学。

记者：怎么想到捐款建校？

王新河：这几年我在新疆经

商，赚了些钱。本想给父亲办66

大寿，但父亲不答应。正巧，镇村

干部说村里小学急需整修，找我

捐款。我到村小学一看，都掉泪

了。上课条件太艰苦了，不能再

让孩子们受苦了，得重建学校。

钱，我出！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重建学

校要200万元。虽然有一定经济

实力，2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得

跟家人商量一下。没想到我把

自己的想法跟家人一说，竟然全

部支持。特别是父亲和母亲，原

来对多种做寿方案都不同意的

老人家听说要重建学校高兴得满

口赞成。

记者：学校建设期间，你隔三

差五就打电话询问建设进度，还

专门从新疆赶回来实地查看。建

校遇到不少困难吧？

王新河：没什么。我有一个

想法，村里凡是想上学却上不起

学的学生，只要联系到，我一定倾

力资助，直至孩子大学毕业。

封丘县黄陵镇白王村村民王新河，捐资200
万元建村小学，承诺将继续倾力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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