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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打造美丽乡村、创建‘五美庭院’，

咱党员必须事事带头。”6月29日，当记者

称赞禹州市方岗镇方北村党员方金柱家

的院子像花园一样时，方金柱激动地

说。方金柱从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党

员，几十年来，他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时

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服从党的领

导，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事事想着群众

方金柱出生于 1947 年 3 月，1968

年参军入伍，1971年复员回乡，1972年

1月 15 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方

金柱严格要求自己，先后被党员群众推

选为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教

导员、民兵营长、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

1985年，方金柱任方北村党支部书

记，全村如何加快发展成了他最重要的

工作。村里没有经济收入，他就带领村

民建砖窑，在增加集体收入的同时，以

低价支持群众翻建新住房；村里坡地浇

不到水，他就带领群众兴修水渠，让全

村土地都成为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丰产

田；为了让群众吃水不掏钱，他鼓励村

民利用村集体的房子建起塑料厂，用租

赁费解决群众的吃水问题；村小学教学

质量低，他就聘请 3名退休老教师担任

村小学的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把

村里每年的土地承包款、他自己每月40

元的工资支持学校开支，把村小学建成

了全乡的重点小学……

提起方金柱在村里当干部时的事，

老伴崔秀月说：“他的工资基本就没有

往家拿过，我整年赶集连个包子都舍不

得买。有一年该过年了，我自己借钱割

了一斤肉，全家人才算吃了顿饺子。”

时刻不忘党员身份

1987年卸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方金

柱仍然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村里号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他扛起铁

锨，义务清理杂草杂物，与年轻党员一

起到邻近的昌王、刘屯等村打扫卫生。

创建“五美示范庭院”，方金柱更是

积极响应。2020年 10月，新房建起后，

方金柱按照“五美庭院”的标准，每天起

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门里门外、

厕所厨房，哪里都干干净净。他还在院

子里种花种菜，绿油油的辣椒、黄瓜、茄

子、豆角鲜嫩诱人，爬上凉亭的葡萄藤

垂下几十串套过袋的葡萄。干净的房

子、雪白的墙壁、花下的桌子、四旁的藤

椅，让人仿佛走进了雅致的别墅。

疫情防控期间，方金柱主动报名参

加志愿服务，在村头的卡点值班。排查

重点人员、查验行程码健康码、测量体

温、为群众发放物资，70多岁的人了，他

一点也不比年轻人落后。

去年 8月防疫期间，一场狂风暴雨

突降，正在村头值班的他恐怕遮阳篷刮

坏，死死地拽着迎风的一边不撒手，而

自己却淋了个落汤鸡。“只要我还能动，

村里的工作就要积极去干，啥时候都不

能忘了自己党员的身份。”方金柱说。

好家教传承好家风

方金柱在家中严格要求自己，为子

女们做出了表率。他在生活上很节俭，

但在孩子们的学习上却舍得支持。他

的一儿两女非常争气，都考上了大学，

现在分别在郑州、禹州等地工作，并且

都很上进、孝顺。前年，孩子们还主动

拿出 30万元修建了老家的房屋。方金

柱今年18岁的孙子，也在高考中考出了

640分的好成绩，让乡亲们人人称赞。

生活节俭的方金柱，对乡亲们非常

大方。谁家有了困难，他都主动帮助。

6组村民方占稳有病，他主动通过微信

捐款。乡亲们想种菜，他就让在蔬菜研

究所工作的小女儿带回来豆角、黄瓜、

辣椒等优质种子，送给街坊邻居。自家

种的菜吃不完，他就送给乡亲们。“老方

人品好得很啊，咱街上这几十户群众都

种了他给的种子，家家户户都不用买菜

了。”邻居方丙军说。

文化兴村

作为行政村，周庄是名不见经传的

普通小村，也是问十乡最年轻的村，有4

个村民小组、205 户、789 人，全村共有

1080亩耕地。

村庄不大，走马上任村第一书记之

初，孙新就把村里所有的人家走访了一

遍。对于摸排出来的大病户、五保户、

独居老人户、残疾人户、脱贫户等，他把

每户的具体情况都详细记录在案，隔三

差五登门了解生产生活状况。

“一个村庄，最怕文化缺失，文化是

一种滋养，可以让村庄更有情韵，文化也

是一种力量，可以激发很多人的创业干

劲。”半年后，已对村里方方面面都熟悉

起来的孙新，决心发挥好派驻单位的优

势，把文艺文化的血液融入周庄村。

如何把“文化周庄”建立起来呢？

孙新根据村里的具体情况，将村庄整体

规划为徽派建筑的色调，同时整修了村

中的荒坑荒片，协调问十乡政府修建了

花园凉亭、农家书屋、清风长廊、党员说

事室。

比如，村庄中央原先有一处废弃宅

院，经过孙新协调修建并亲自动手改造，

一家农家书屋就建起来了，目前书屋拥

有1500多本图书。此外，孙新还跑到源

汇区文化局等部门，协调修建了周庄文

化大舞台，并亲自题写了舞台名称。

为了让修葺一新的墙壁“能说话”，

孙新请来了漯河市美术家协会的骨干

力量，绘制了“八达岭长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等壁画。

有了文化滋润的周庄，如同注入了

新鲜血液，鲜活了起来。

如今，走进周庄，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黛瓦白墙、翰墨丹青，村庄里洋溢着

浓厚的文化气息；漫步在村中，可以看

到花园凉亭、小桥流水、绿植苍翠，村庄

美丽又宜居。

产业强村

注入了文化元素的周庄让人耳目

一新，如何让村子产业兴村民富？孙新

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资金，项目。

发展项目需要资金，资金从哪来？

孙新奔波于市驻村办、组织部跑资金、

要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市、区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用于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50万元很快拨付到位。

上项目还得进行土地流转，孙新与

村支部书记及“两委”班子成员走村串

户宣传、发动，多次召开“四议两公开”

会议统一思想，最终流转了 100亩连片

耕地。随后，村里尝试套种土豆和花生

60亩，种植中草药玄参 40亩，第二年村

集体经济就有了新的突破。

不止于此，周庄还建起了仓储，利

用村第一书记专项经费购买了收割

机。今年 6月，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和中石油漯河分公司又给村里送来

了空调和办公家具，改善了村党支部的

办公条件。

“孙书记，我常年在外打工，每次回

来都能看到村里有了大变化，这都是您

辛苦付出换来的。这几天，天太旱了，

我帮您给花草树木浇浇水吧。”当天下

午6时，2组村民谭新会自发把村委大院

里的花草树木浇了个遍。

“听着村头荷塘里的蛙声、看着荷

塘里倒映的月色，回味着村民的赞许，

驻村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就被冲淡了，这

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孙新说。

□本报通讯员 纪道成罗玉兰
记者 尹小剑李振阳

7月 3日，走进依山傍水的商城

县达权店镇头战坪村，整洁美丽、生

态宜居的村貌，比流传千年的巾帼

将领杨腊红的传说，更加迷人。在

这里，听到的不仅有杨腊红的故事，

还有该村党支部书记余茜的事迹。

2017年，正逢脱贫攻坚紧要关

头，头战坪村“两委”班子涣散，村内

工作难以开展，余茜接下重任，成为

该村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她先从

建强班子入手，发展村里致富能力

强、思想先进的村民入党，吸纳他们

加入村“两委”。很快，一个能力强、

作风正、有责任感的村“两委”建成

运转，给群众改变旧貌、脱贫致富注

入了动力和信心。

“我也不知道怎么当好村党支

部书记，但从群众最急难愁盼的事

干起准没错。”余茜说。

建文化广场、通全村公路、修便

民桥……群众的需要余茜都记在了

心里，她跑项目、争取资金，做好群

众工作，促成项目落地。征地时，上

级没有补偿金，村里也没钱补贴，余

茜就挨家挨户做工作，在她的真情

打动下，村民们不仅没要补偿金，还

纷纷出钱出力。最终，文化广场建

成了，16个村民组通路了。2019年

年底，连接8个村民组的鲇鱼地大桥

和光明桥也修通了，解决了学生上

学难及群众出行难的问题，实现了

前几任村党支部书记都没有实现的

愿望，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好评。

“别看咱村党支部书记是个女

同志，干起事来有胆有识，办成了不

少利村利民的好事呢。”该村“两委”

班子成员彭宗伟说，这几年油茶发

展势头好，余书记抓住机遇跑项目

要资金，推进村集体1000多亩的天

然油茶林进行低产林改造，成立村

办企业科亿养殖有限公司，实行“基

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机制，

今年正在修建一座占地600平方米

的油茶加工厂，建成投产后预计每

年可为村集体创收10余万元。

“跟着余书记，俺在家门口也能

挣到钱了。”村民罗祖民说，在余茜

的带领下，村里流转了200亩土地，

去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草坪种植产

业，将荒地变“宝地”，带动了全村近

300人务工，他在这里种草坪一天

可以挣70块钱。

任职5年来，作为村里一员，余

茜从未缺位。她把有智力障碍的村

民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在深夜冒

着大雨、蹚过及腰的积水转移河岸

边贫困户；经常走访关心帮助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时刻把群众装在心

里。作为家庭成员，她却总是缺席，

看着头战坪村越变越美，乡亲们的

日子越来越好，余茜无怨无悔。

在余茜和村“两委”班子的辛苦

耕耘下，头战坪村已旧貌换新颜，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居环境大大改

善，走上了“山上栽树、坡上种药、沟

里养猪、平地发电”的产业发展之

路，多次获得信阳市“文明村镇”、商

城县“红旗村”等荣誉称号，余茜也

获得了“商城县劳动模范”等荣誉。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油桃每斤 6元，先尝后买，可

以自己采摘。”7月2日，在商水县邓

城镇许村一处桃园前，一位大妈一

边称桃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这是我婆婆，当初建桃园，我

俩打了赌：若是我能把桃园经营好，

她就天天帮我卖桃子。”桃园主人范

丹丹笑着介绍说。

“就是不打赌，我也要天天帮儿

媳妇卖桃啊……”婆婆高兴地接过

话说。

这是咋回事？

原来，2019 年 3 月，正好好上

着班的范丹丹，突然要辞职回家经

营桃园。范丹丹的丈夫和婆婆认

为，经营桃园很辛苦，需要资金和

技术，风险也比较大，劝她继续上

班。

“邓城是千年古镇，有叶氏庄

园、千年白果树、沙河渡口等旅游资

源，游客数量很多。他们游览风景

之后，还可以到果园采摘，现在咱村

有百亩葡萄园、百亩梨园等采摘项

目，就差桃园了。”范丹丹向丈夫和

婆婆讲解了自己的经营思路。

在范丹丹的说服下，丈夫终于

支持她修建桃园了，但婆婆还是坚

决不同意。

“如果我能把桃园经营好，您得

天天来帮我卖桃子。”“好，就按你说

的办。”婆媳俩赌上了。

说干就干，范丹丹当年就流转

了30亩土地，引种了水蜜桃、蟠桃、

油桃、黄桃、冬桃等15个优质的早、

中、晚熟品种，确保桃园从6月中旬

到10月底都有桃子成熟。

为了学习技术，范丹丹拜沈丘

县老城镇种桃大户、土专家韩东亮

为师。通过视频方式，韩东亮向她

传授了桃树施肥、除草、防治病虫

害等技术。桃树施的都是有机肥、

农家肥，并且不用除草剂。此外，每

年修剪果树都是她一个人干，十天

半月吃住在桃园里。

经过辛勤的努力，今年桃园进

入了盛果期，桃子大量上市，早熟的

水蜜桃、血油桃、黄金蜜桃等备受游

客青睐，每天有很多游客来游玩、采

摘，30亩桃子根本不愁卖。

看到果实满园、游人如织，婆婆

笑开了花。为了卖桃，她每天一早

就来桃园，天黑才回家。范丹丹对

婆婆的付出很感激，她说：“这个桃

园是全家人共同努力建成的。”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全国锋

“当时正在种玉米，种子却不够

了，我很着急，便往微信群里发了条

信息。没承想，邮政揽投员卢光新

很快把种子送到了地里！”7月2日，

在淅川县厚坡镇唐湾村，村民唐燕

回想起当天的事感激地说。

唐燕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

一个人在家照顾80多岁的老人和5

岁的孩子，农忙时节往往缺少帮

手。近期又是夏收夏种的季节，庄

户人家都在抢收抢种，个个都忙得

不可开交。6 月 3 日，唐燕拉着肥

料、种子到地里播种，谁知种子买少

了，又怕播种的师傅等不及，于是在

微信群里发了条求助信息。正在邻

村送邮件的卢光新，看到信息后立

马跑到集市上，买了一袋种子送到

地头。

卢光新是邮政厚坡镇支局的一

名揽投员，十几年来，他在做好投递

工作的同时，还兼着揽储和揽收等

工作。

厚坡镇是淅川县的大镇，有 40

个村，面积大，人口多，投递量大。

为了方便群众办理邮政业务，卢光

新与各村都建立了微信群，群众有

需求就会在群里发布信息。不论是

办理邮政业务，还是办理与业务无

关的代购生活用品、农资等，他都会

设法满足。裴岗村工业园区入驻了

很多企业，卢光新一家一家走访摸

排，了解企业需求，宣传优惠政策，

获得了企业信任，纷纷签约。

天道酬勤，卢光新以优质的服

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在平凡的岗

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被邮政

南阳市分公司先后授予了“优质服

务先进个人”“优秀综合揽投员”等

称号。

漯河市文联派驻周庄村第一书记孙新

打造文化周庄实现产业强村

禹州老党员方金柱

在实干中擦亮党员身份在实干中擦亮党员身份

“不务正业”的邮差

村里选出女书记

婆媳打赌记

任职5年来，作为村里一员，余茜从未缺位，作为
家庭成员，她却总是缺席。看着头战坪村越变越美，
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余茜无怨无悔。

“如果我能把桃园经营好，您得天天来帮我卖桃
子。”“好，就按你说的办。”婆媳俩赌上了。

不论是办理邮政业务，还是办理与业务无关的
代购生活用品、农资等，卢光新都会设法满足。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刘艳红 文/图

7月1日，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夏庄村种植大户崔明宽，正在用新购置的高压电动遥控喷雾器给花生喷洒农药，这种新装备不仅喷洒面积大，而且雾化效果好。崔明宽说，这种新玩
意儿全套才1000余元，已在当地种植户中陆续推广使用，对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增加花生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曹飞 摄

□本报记者 仵树大 文/图

“炊烟袅袅，白云飘荡，屋舍俨然，黛瓦白墙……美丽周庄，昔日小村，变了模样……”6月26日，在漯河市源汇区问十乡周庄

村村口，见到孙新时，他打开手机，让记者听了这首蕴含浓郁乡土情怀的村歌《我爱周庄》。

这首由孙新组织专家进行创作的村歌，曾因荣获“河南省最响亮村歌”而被广泛传唱。还未进村，嘹亮的歌声已让人感受到

了村里的文化气息。

孙新是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派驻源汇区问十乡周庄村的第一书记，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020年3月，按照漯河市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周庄村结对共建，派驻第一书记进行帮扶工作。

两年多来，这位温文尔雅、颇有书生气的第一书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把周庄村带出了和他一样的儒雅气质。

方金柱家的院子像花园一样方金柱

周庄文化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