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过后，息县大学生“村官”许

鹏总结了自己的2013年。他说，2013

年的梦想实现了，梦想还在继续。

息县大学生“村官”许鹏

想把手工粉条手艺传下去

20 年来，患难相依。正阳县慎

水乡汕头村农家妇女智小新用坚忍

为患病在身的丈夫托起一片天。

“下一辈子我还愿意娶她！”
正阳农家女智小新近20年照顾患病丈夫的故事

还村庄美丽

记者：你们村过去炼沥青的

是不是很多？

彭红杰：过去村里有种水稻

的传统，景色秀丽。1994年开始，

土法炼沥青兴起，多的时候全村

干这行的农户在90%以上。污染

严重，市、区环保部门虽多次取

缔、查封，但常常死灰复燃。

1999年3月，我31岁，被推

选为村委会主任。我自己带头，

收起大锅，铲平了盛放沥青的大

坑，销毁了收购来的旧油毡。这

一做法在村里招来质疑：“不炼沥

青，靠啥挣钱呢？”

记者：你们是怎么做的？

彭红杰：2002年我被推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后，和大家多次商

量，让当时的村委会副主任靳亚

飞带头买回环保型沥青提炼设

备，帮助冶炼大户实现“环保化”

生产。之后，为彻底消除污染并

帮助村民致富，我开始引导村民

转产。渐渐地，村民买来了大卡

车、联合收割机，组建了运输队、

装修队，办起了新型砖场、防水材

料加工厂、养鸡场……到 2008

年，彭庄村的沥青冶炼户全部实

现转产，村里重现了碧水蓝天。

点子真不少

记者：大家都说你点子多。

你是怎么想起设立村民意见奖

的？

彭红杰：那是2008年春的一

天，我在村委会大院墙上看到一

张写有“牛羊啃青，必须治理”的

纸条，虽没有落款，但知道是村民

提的意见。当天，到田间地头转

了一圈，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就组

织村“两委”干部商量，决定设立

意见奖。凡是意见或建议被采纳

的，对60岁及以上的村民每条给

予50元至100元不等的现金奖

励，60岁以下的村民给予通报表

扬等精神鼓励。意见奖设立以

来，共采纳10多位村民的20多

条建议，发放意见奖奖金近2000

元。意见提得多了，村民心气顺

了，上访告状的也就没有了。

记者：为啥要印制干部承诺

挂历？

彭红杰：在2010年年末召开

的村民大会上，村民提出来年希

望解决的问题，村“两委”干部将

村民提议进行集中梳理，确定出

来年要办结的各项实事，决定把

这些事项印在挂历上，同时印上

村务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联系

电话，发放给每户村民，既是承

诺，也便于村民监督。到了年底，

村两委会干部向全体村民作述职

报告，对没有完成的事项要说明

理由。

在农村，村民最看重的就是

“公”字，包括公开和公正。不管

是设立“意见奖”，还是制作干部

承诺挂历和村务监督明白卡，都

是为了使村务做到公开、透明，随

时接受村民的监督，也是在村干

部头上加了一个无形的“金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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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系列访谈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光亚文/图

“点子书记”点子多

打过工当过保安

今年33岁的王军章是宁陵县逻岗乡

人。

1999年，王军章到北京求学，毕业后打

过工、当过保安，2006年创办了北京创喜登

记注册代理事务所，后又成立北京创喜财务

顾问有限公司。

王军章创办北京创喜登记注册代理事

务所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客户成立了“完美

人生美容有限公司”。他感觉很有寓意，有

了自己的事业，有了奉献爱心的平台，他觉

得自己的人生是完美的。

妻子理解他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军章听朋友

介绍河南籍在京务工人员、“北京好人”李高

峰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便加入了“河南在京

志愿者”组织。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他积极

参加各种志愿者服务活动：奥运会、国庆60

周年安保、清理河道垃圾、为农民工放电影、

去农民工子弟学校送学习用品、帮助孤寡老

人打扫卫生……有时候一个月一两次，有时

候一个月三四次，很少陪家人过周末。

“以前女儿曾问我，爸爸怎么不带我出

去玩？我只能搪塞说爸爸有事。”王军章的

妻子袁慧告诉记者，2008年、2009年，因为

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王军章几乎每周都

要去参加志愿者服务。

开始的时候，袁慧也有怨言，不理解。

但是现在，她已经理解了丈夫的举动和付出

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说起做公益的动力，王军章给出了三条

理由：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为河南人赢

得了荣誉；结交了很多侠肝义胆、爱心满满

的河南老乡。

“每当听到别人夸赞我们的时候，尤其

说咱河南人好样的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付出

和汗水都是值得的。”王军章说，“那种喜悦

感和成就感，真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在王军章的书柜里，记者见到了厚厚的

一摞荣誉证书，其中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委、

区政府颁发的奥运会安保工作突出贡献荣

誉证书和个人贡献奖；北京市委、市政府颁

发的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突出贡献荣誉证

书；共青团河南省委因其捐款捐物发来的感

谢信等。

2013年末，许鹏努力一年的红薯粉条加

工厂投产了，工人两班倒，一天可做5000斤

粉条，完全模拟手工生产。

2011年年初，许鹏开始担任息县岗李店

乡刘围孜村的第一书记，到任不久他就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种红薯

和做粉条的习惯，远近出名的岗李粉条却很

难买到真货。

“都是小打小闹，一家种那么几分地。”许

鹏说，“冬季农闲时做百八十斤粉条，亲戚朋

友之间分着吃。”

他想带着乡亲们种红薯加工粉条，可想

法很好，做起来很难。

村里做粉条的老手李学国说：“做粉条累人

啊，和粉面、打粉团，不结冰不能出粉条，出了粉条

又要日头下晾干。我每年做粉条都要累病几天。”

2013年11月起，李学国不用再担心累病了，

许鹏带着他和另外几户村民合作建起了加工厂，

跟着机器，一个人干得比以前20个人干得还多。

村民彭西道是加工厂的一个合伙人，他

是资深的红薯种植专业户，常年种有70多亩

红薯。他说：“以前人家找我买粉条，要多了

我做不出来，做多了又怕卖不出去。而且，天

气暖和时根本没法加工。现在好了，加工厂

里有冷库，压出来的粉条立即就可以冻上。”

在加工厂投产之前，许鹏就先铺排着卖

粉条的事儿了，除了自己在县里和市里设了

销售点，还找好了代销商。

许鹏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老百姓愿

意来料加工，咱就收些加工费，愿意做好了托

咱往外卖咱就收购了统一外销。”

村里另一个做粉条的老手李明常到加工

厂帮忙，他说，机器做的和手工的口感差不多，

好看多了。不过，说真心话，比起手工的还是

差一些。这也正是许鹏还在继续的梦想。

“机器生产提高了效率，但传统的手工艺

不能丢。”许鹏说，“很多手艺都丢了，全世界

都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做红薯粉条

就是我们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这个手

艺传下去，不仅仅是要吃到手工粉条，更重要

的是把文化传承下去。”

加工厂里机器不停地制作粉条的同时，

刘围孜村里几个做粉条的老手正精心制作手

工粉条的工具。2014年，许鹏要带着他们几

个老年人建成一个大的手工作坊，还让他们

每人带好一个徒弟。

丈夫患上“不死的癌症”

智小新和邹华黎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

同窗共读，种下爱情种子。1989年，中学毕

业后，两人喜结连理。

1994年，邹华黎在干农活时，渐渐感到

腰椎不适，但年轻的他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

直到后来腰椎强直不能弯曲。

智小新坚持拉丈夫去医院。一到医院，

邹华黎就被医生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这种

病在当时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从此，智小新踏上了为丈夫治病的漫漫征

程。在郑州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高昂的医药

费让原本幸福的家入不敷出，邹华黎坚持回家

静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华黎的整个脊柱长

成了一块，连胯关节也全部坏死，整个人瘫痪

在床。丈夫倒下了，公公婆婆年老体弱，两个

婆家妹妹待字闺中，女儿还年幼，一家人的生

活重担就落在了智小新的身上。

扛起生活的重担

智小新每天早起晚归，常常是一个人披

星戴月，干到三更半夜。作难时，她常偷偷掉

眼泪，但她擦干眼泪后，又面带笑容地干这忙

那。她一个女人家硬是学会了开拖拉机、犁

地、耕田、播种，扛起了男人肩上的重任。

为给丈夫看病，智小新带着丈夫多次到郑

州、武汉、洛阳、信阳等地求医。2000年，四处

拼凑到6万多元，智小新带丈夫到洛阳150医

院做了胯关节更换手术。经过几年的静养，丈

夫的病情慢慢好转了一些。

结婚以来，智小新和公婆一直住在一起，除

了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还要照顾年事已高的

公婆。两个婆家妹妹出嫁，也是她一手操办。

为了这个家，她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从来没有

抱怨过一声苦和累。唯一的一次失声痛哭，是

因为大女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南下打工。

只要这个家还是完整的

在智小新多年的精心照顾下，邹华黎可

以拄着拐杖慢慢挪动了，也不再用吃药维

持。智小新说：“只要华黎能站起来，我再多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个家还是完整的。村

里给华黎办了低保，两个女儿也慢慢长大，我

相信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邹华黎提起妻子智小新，除了无尽的感

激，还有深深的内疚。他说，他最想对妻子说

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有来生的话，下一辈子我

还愿意娶她，好好回报她！

近日，记者来到沈丘县北杨

集乡林寨村采访，站在村委会向

东望去，看到的是一马平川的千

亩大田，而传统分散种植时期的

田埂和田间小道早已难觅踪迹。

“搞农业产业化，要实现一‘破’

一‘立’，就是打破传统的分散经营

模式，实行土地规模种植，土地全部

流转是一道必须迈的‘坎儿’。”林寨

村党支部书记林峰这样说。

村民林廷东是土地流转赞

成者，他说：“还是流转好，我年

纪也大了，体力比较差，每年一

亩地拿到800块钱，也够买粮买

菜了。”和他有一样看法的人不

在少数。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都

外出务工，留守的都是老年人，

干体力活身体吃不消。外出打

工的如果回来收种庄稼，耽误时

间不说，仅仅来回的路费算下来

也与收割庄稼、旋耕土地的开销

差不多。土地流转后，群众再也

不操心耕种的问题了，年轻人也

能专心挣钱干事业了。

2011年秋季，林寨村整体流

转土地耕种面积达1000亩。面

对资金、技术、农资、信息、风险

等因素的制约，林家富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立，采取“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林峰带领村“两委”

干部做足了“加减法”。

土地增加：该村原有耕地

1316亩，通过改造窝子林、边角

地、贫瘠地，经实际测量土地数量

达1526亩，平整后新增耕地210

亩。

成本下降：合作社购置了收

割机、旋耕机、打捆机等机器设

备，统一播种、管理、收割，统一

对外购料、销售，目前生产成本

下降 10%；通过合作社对外联

络，与多家生产资料公司、粮食

收购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大大

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

村干部描述这几年麦收后

打捆机作业时的情形：打捆机在

前面工作，村民在后面拉整捆的

秸秆，麦茬地收拾干干净净，既

方便又快捷，又不再乱堆乱放、

污染环境。

今年46岁的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彭庄村
党支部书记彭红杰被村民亲切地称为“点子书
记”，缘于他当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十多年
间，利用一个又一个好点子，将昔日以脏、乱、差
著称的村庄，变成了湛河区的生态村、零上访
村。1月9日，记者来到彭庄村，同彭红杰进行
了面对面交流。

冰窟救人英雄王军章

热心公益的三条理由
1月1日，两名儿童在北京燕郊公园人工湖湖面上玩耍时掉进冰窟，被来自商丘的农民

工王军章和来自驻马店的农民工万启贵救起。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王军章和万启贵成了名
人。近日，记者对王军章进行了采访，了解到许多英雄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赵国民马童

新闻背后

□本报记者侯博
通讯员邵群峰文/图

彭红杰(中)和村“两委”成员研究干部承诺挂历

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

迈过土地流转这道坎儿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迟驰

1月12日，汝阳县包工头陈武现给农民

工送上拖欠15年的工钱。

陈武现是汝阳县小店镇赵村的一位农

民，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年轻气盛的

他在1998年利用积攒和借来的400元钱承

包了三处粉刷工程，雇用了亲戚和附近乡亲

在内的100多名农民工帮忙干活。本想结

完工钱，自己还能小赚一笔，可到年底结账

的时候，一个工头不见了踪影，一个工头借

故质量问题扣除了工程款。无奈之下，陈武

现通过变卖家里的粮食和东拼西凑给部分

的农民工发放了工钱，但还是有60名农民

工没有拿到工钱。站在家里没有封顶就停

工的房子前，面对要账的乡亲，陈武现许下

承诺：这个账，还不了我房子就不盖，只要我

有能力了，肯定先偿还你们。

后来，陈武现几度创业，都以失败告

终。背负着诚信的压力前行，10多年里，陈

武现下过煤窑，卖过水果，干过快递，但这些

都是只能维持他和孩子及父母的生活，与还

款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年，陈武现在朋友的

介绍下，承包了伊川一处外墙石裙的小工

程，最令他高兴的是，老板开工钱很守信用，

从来没有这么“宽裕”的他，喜极而泣。15

年的重压，终于能够卸掉了。于是，他找出

珍藏了15年的老账本，按照当时的工钱，用

一个个信封装起来，并附上一封道歉信，以

求得大家的理解。

12日，陈武现带着他的欠薪名单出发

了，一共60人，分布在5个村子，他要挨家

送到给他干活欠薪的工友手中。陈武现

说：多年过去了，可能很多工友已经忘记有

这回事，有的工友对工钱也不抱希望，但我

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要给工友亲自说一

声抱歉。由于能力有限，我送的这点钱在

当下也可能微乎其微，但我认为诚信比这

些钱更重要。

□本报通讯员石子强文/图

汝阳包工头陈武现

挨家送还15年前欠薪前欠薪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

陈武现写给工友们的道歉信陈武现写给工友们的道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