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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

用“公心”赢“民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管 斌 王金虎

自打王传喜当上山东临沂市兰陵
县卞庄街道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20 年来这个昔日“脏乱穷差”的落
后村庄就喜事不断，到2017年，村民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 6.5万元，村集体资产
增长至 12 亿元；村里先后获得全国文
明村镇创建工作先进村、全国敬老先进
村、中国美丽乡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荣誉称号。王
传喜个人也喜事连连：当选党的十九大
代表，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齐鲁时代楷模”等荣誉
称号。

梅花香自苦寒来，代村与王传喜的
“喜”从何而来？近日，记者踏访代村，
在王传喜身上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精
气神的“三股劲儿”。

事不避难的“韧劲儿”

“好女不嫁代村郎”。上世纪 90
年代的代村，人心散、治安乱、环境差，
巨额陈年欠账压得代村喘不过气。
1999 年初，31 岁的王传喜临危受命，
上任第三天即接到法院传票，村集体
因欠债被起诉。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
里，他总共出庭应诉 100 多次。由于
交不上水电费，三伏天全村连续被停
水、停电一个多月。

经过一番“望闻问切”，王传喜梳理
出村里大大小小 80 多项问题，最难啃
的“硬骨头”当属土地问题。当时，代村
2600 亩耕地分配严重不均，最少的一
组人均只有3分地，最多的一组人均近
3亩地。不仅如此，村民的土地等级也
良莠不齐。2000 年初，王传喜与村两
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土地调
整方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分地的木桩
刚砸下去，就被人推倒了。村民龙志江
一听要分地，立马火冒三丈：“地是俺的
命根子，要分地，不中！”此后，王传喜的
家里就没消停过，登门破口大骂的、半
夜朝他家扔砖头的、寄恐吓信的接踵而
至，妻子刘会芳被逼得几近崩溃。

“面对困难，没有一股子百折不挠
的韧劲，还配叫啥共产党员？这块‘硬
骨头’啃不下来，我就是代村的罪人。”
王传喜带着村干部吃住在地里，让所有
村民抓阄选地。一根根木桩立起了威
望，村民认为这些党员干部有公心、真
干事，土地调整水到渠成。

旧村改造征地拆迁被称作“天下第
一难”。当拆到有着600多平方米临街

“旺铺”的付青泉家时，王传喜的头“大”
了。“包工头”付青泉家的楼房一年租金
就七八万元，按照政策，他的房子评估
价 50 万元，只能分到两套房。付青泉
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高挂“免谈”牌。王
传喜“三顾茅庐”，把付青泉请到办公室
促膝谈心：“尝够了‘脏乱差’苦头的村
民，眼巴巴地等着住新房子。这样吧，
咱堤内损失堤外补，我帮你出‘点子’多
揽点工程。”谈到后半夜，付青泉一拍大
腿：“不谈了，王书记，俺明天就拆。”

不曾想，刚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

房子拆到王传喜的亲戚家，房主漫天要
价，商谈了五六次都是不欢而散。村民
开始嘀咕：“这下有好戏瞧了，看看传喜
这回是唱‘红脸’还是‘白脸’？”王传喜
一拍桌子：“明天我亲自去拆！”第二天，
王传喜来到亲戚家，把道理掰开揉碎了
讲，直讲得亲戚面红耳赤，最后房子顺
利拆除。

“没有翻不过的高山，没有涉不过
的险滩。为群众办事只有一碗水端平，
群众才会打心眼里支持你。”王传喜说。

不计个人得失的“憨劲儿”

当初，听说在建筑公司任项目部经
理的王传喜要回来收拾代村这个“烂摊
子”时，朋友们都给他“打横炮”：“放着
年收入几十万元的老板不干，去当芝麻
大点儿的官，天天瞎折腾、活受罪，既没
名又没利，你小子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
踢了，犯傻。”对此，王传喜总是憨厚一
笑：“咱是一名共产党员，有时就得有股
子‘傻劲儿’。既然老少爷们信得过，咱
就不能贪名图利，哪怕再苦再难，也得
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跟城里人一样
的好日子。”

在外人眼里“犯傻”的王传喜是看
长远、算大账，绝不做“吃祖宗饭断子孙
路”的事儿。近20年来，除了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征用外，王传喜从未卖过集体
的一分土地。1999 年，一家石油公司
看中村里的一块闲置土地，有人建议卖
掉偿还村里债务。“再穷不能卖村民的
地”，在王传喜的带动下，村两委以130
万元租金、租期 13 年租给了石油公
司。合同期满后，王传喜引进社会资本
和技术，修建了占地 20 亩的代村诚信
医院，既确保了土地保值增值，又让村
民长期受益。

2004年，外地一个高污染、高耗能
的化工项目看中了代村。公司老板扛
着200万元现金来找王传喜，请他帮忙
让项目落地，遭到王传喜的断然拒绝。
如今，代村年年搞工程建设，都是上千

万元的建设项目，对王传喜来说，想来
钱唾手可得。每到年节，很多人都想给
王传喜送钱送物，拉关系、办事情。为
了避嫌，只要临近节假日，王传喜就让
妻子紧闭大门，装作不在家，任谁敲门
也不开。“要是收下了不该收的钱，就突
破了我做人的底线。”王传喜说。

王传喜带头向全村党员群众“约法
三章”：村里工程绝不允许亲朋好友插
手，惠民政策绝不因沾亲带故徇私，干
部选用绝不让直系亲属沾光；两委成员
公开承诺：绝不假公济私，绝不侵占集
体资产，绝不让党的惠民政策“缺斤少
两”。在王传喜的示范下，两委班子经
历过 6 次换届选举，除正常退休外，没
有一人因非正常原因落选。村干部经
手的钱物上亿元，没有一人因此栽跟
头，更没有群众在背后戳脊梁骨。

“当村干部就要多出力多吃苦，要
不贪不沾多‘吃亏’，你付出的多，群
众得到的实惠才会更多。”这是王传喜
经常对村两委干部说的话，更是他的
座右铭。

勇于改革的“闯劲儿”

涉深水者得蛟龙，涉浅水者得鱼
虾。在基层摸爬滚打了19年的王传喜
悟出一个理儿：四平八稳踱方步、悠闲
轻松走碎步，不会有大的作为，只有敢
闯敢为迈大步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2002 年，王传喜带领村民规划了种植
区、养殖区、加工区、商贸区和生态庭院
区的产业布局，步入现代农业发展的道
路。在当时，这是农业和旅游的初步结
合。2008 年，王传喜与毗邻 5 个村的
2200 多家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
流转土地 7000 余亩。同时，聘请中国
农科院专家高标准规划设计了万亩农
业示范园，推动了全县蔬菜产业的转型
升级。

2012 年，乡村旅游刚刚在全国萌
动，王传喜第一时间嗅到商机，迅速启
动了总投资 20 亿元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的“双园”一体化
开发建设。当年，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作
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试点获得
批复同意。在做好农业科技示范、种苗
培育组培、产业孵化等农业产业化的同
时，融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元素，
形成了农文旅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目
前，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已连续承办了六
届中国兰陵国际蔬菜产业博览会，年接
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去年仅门票收入
就达 3500 多万元。同时，该公园每年
举办各类新型农民培训班 200多期 10
余万人次，培训党员近万人次。

依托地处城乡接合部的优势，瞅
准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旅游带来的人
气，王传喜又乘势而上规划建设了代
村商城。眼下的代村商城每天熙熙攘
攘，已成为全县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
地，进驻经营户 3000 多家，年交易额
60 多亿元，每年可为集体经济增收
4000多万元。

王传喜敢想敢干但绝不蛮干、乱
干。在旧村改造中，王传喜没有逼村
民上楼，充分尊重民意，循序渐进，
小步快走。面临拆迁的老年人，不想
上楼；一些年轻人未拆迁却想提前上
楼。王传喜采用“旧房流转”的模
式，先回收年轻人的旧房子，安置其
上楼，再以同样的价格转让给老年
人，作为过渡安置房。2015年，代村
在没有占用一寸耕地建房的情况下，
完成了旧村改造，用10年多时间，分
9 批次实施了拆迁工作，实现了零占
地、零违章、零投诉，而且还节省出
几百亩建设用地，用于发展集体产
业。如今，漫步代村，65 座居民楼、
170 座小康楼，两座老年公寓，整齐
划一。

“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
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现在，王传喜又瞄准了新的发展目标：

“下一步，我们继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让全村群众提前实现小康，努力打造乡
村振兴战略的‘代村样板’。”

“守望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郭恩慧：

铸 就 刚 强 生 命 线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从 9 年前接到医生诊断只能活一
年的“判决书”，到如今仍工作在办案一
线，吉林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郭恩慧总结了一套对抗癌症的“工作疗
法”，那就是不得不做的“必选题”——
除每隔一段时间去医院复查和治疗外，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办案途
中、办公室里。

郭恩慧从参加工作就与铁路结
缘。在图们铁路一中当了几年老师后，
他进入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工作。几
年后，郭恩慧拿到了吉林大学法律本科
毕业证，顺利转入公诉岗位，一干就是
19 个春秋。如今，他是长春铁路运输
检察院副检察长。

从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成长为
公诉科长，郭恩慧说自己“头发熬白
了，但检徽更红了；眼睛近视了，但
想得更远了”。他所办理的沈阳铁路局
图们某段段长王某受贿案、涉及数十
人的盗窃案等在当地引起重大反响，
多次受到嘉奖。

2009 年 4 月份，干了整整 10 年公
诉科长的郭恩慧被提拔为副检察长。
这一年12月份，他被查出肺癌，是由肾
癌引起的，医生对郭恩慧的肺部和右肾

分别做了切除手术。“根据多年临床经
验，保养好，最多可以活一年。”主治医
生无奈地告诉郭恩慧。就在那一天，郭
恩慧选择了不屈服。手术做完一个多
月，他即返回工作岗位。

2016 年是郭恩慧办案最忙的一
年。“郭检的病最怕坐封闭的车厢，每
次出差办案，他都放弃单位派车，而
是乘坐火车，每两个小时他就下车透

透气，然后再赶乘下一趟火车……”
检察官徐政说。这一年，郭恩慧带领
反贪团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跻
身全国铁检院前列。“只有工作起来，
精神才不会倒下。与其在病床上等
死，不如迎接新一天的挑战。”53 岁
的郭恩慧说。

2016 年 5 月份，郭恩慧带领办案
组查办一起行贿案件，发现铁路某车务

段一名公务人员存在受贿嫌疑，办案人
员立即联系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领导，
要求他们将嫌疑人带到检察院配合调
查。然而，嫌疑人却意外失联。几天
后，该单位分管领导和会计人员主动来
到检察院，点名找郭恩慧。来人声称是
向检察院领导“汇报情况”，并主动交代
问题。多年从事反贪工作的郭恩慧一
眼识破对方的“障眼法”。他知道，来人
绝非简单的“汇报”，而是前来打探案件
消息，想说情。对此，郭恩慧建议院党
组坚决查办此案。第二天，失联的嫌疑
人前来自首。郭恩慧带领办案团队顺
藤摸瓜，连续奋战13天，最终查实公务
人员受贿犯罪事实，使这些身处基层的

“蝇贪”受到了应有制裁。
2017年，郭恩慧获评“守望正义

——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荣誉称
号。在他看来，这份荣誉并非个人所
有。“感恩组织给了我工作机会，感恩
同事的鼓励让我有工作动力，感恩亲
人的陪伴给了我精神力量。”郭恩慧在
日记中写道。

“把事业当作生命，用执著对抗病
魔”，这句话在郭恩慧身上体现出了巨
大张力。

郭恩慧（左）和检察长刘伟华在办公室交流检察业务。 李万祥摄

蓝天白云下，伸向远方的公路两旁树木茂盛，林下牡
丹葱茏，漳河故道栽种的防护林，锁住了风沙，也寄托着
预制板厂老板李振山的绿色转型梦。

“沙荒地上栽杨树，林下种油料牡丹，立体种植为县
里改善了生态，更让我有树有花‘双收益’，再也不怕因污
染遭取缔了！”在河北临漳县临邺大道旁的海平园林绿化
林下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振山指着杨树林下 600余亩油
料牡丹，感叹不已。

53岁的李振山是杜村乡西冀庄村民。上世纪 90年
代，北方农村使用混凝土预制板代替木制檩条盖房，他看
准时机办起了预制板厂，成为当时全乡第一批村办企业
领头人。市场需求旺盛加上经营管理有方，经过20多年
发展，李振山的预制板厂效益丰厚。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加大，李振山
的预制板厂成为县里的治理对象。“老李啊，你的板厂生
产有粉尘污染，与国家提倡的绿色发展不符，京津冀大气
污染治理力度越来越大，板厂不能干了，你必须转型。”县
环保局执法人员来到板厂做李振山的思想工作。

但是，转型干什么好呢？李振山犯了愁。2014 年
底，连接县城与邺城遗址的临邺大道通车，县里将沿路
19.6公里两侧的区域发展定位为“生态农业观光带”。县
里将2600多亩沿路绿化带划分标段，通过公开竞标承包
给造林公司，由造林公司负责市场化造林运营。

“大道两侧曾是漳河故道，多风沙，县里支持发展林
下立体种植，造林与造景并重，增收与增绿结合，绿化与
美化并行，县里要的是生态效益，给农民的是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县林业局长王剑飞介绍。

李振山借此抓住转型时机，成立了园林绿化公司，分
标段承包了600亩沙土地，造林绿化栽上了速生杨，并从
山东引进油料牡丹，采取订单生产方式，搞起了林下
种植。

3 年来，李振山边学技术，边学管理，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用于林下种植和育苗，他的第二次创业也随着杨
树、牡丹蓬勃发展起来。

“林地承包期是20年，我计划5年采伐一茬，锯断树
干不刨根，让杨树再生新苗，可省下树苗钱和人工费。牡
丹今年就能有收益，牡丹籽每亩能收入 2500 多元，600
亩就是 150多万元。”李振山说，随着牡丹籽产量逐年增
加，再加上丹皮、林木产生的经济效益，年均每亩地可收
益5000多元。

一个预制板厂老板的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海波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上图 王传喜（前排左一）在国家农业公园现场办公。

右图 王传喜一直致力于打造乡村振兴战略的“代村样板”。

（资料图片）

“石油爸爸”和他的117个村娃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松才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名单日前公示，中原油田采油
二厂采油管理四区采油工林建入围“助人为乐”类候选
人。15 年来，林建为村镇学校购置两万多元的文体用
品，出资 1 万多元支持村娃读书，向村娃捐献 5500 多件
衣服、187双鞋子、265本字典和词典，用大爱点亮了留守
村娃的梦，117名受助村娃亲昵地称他为“石油爸爸”。

2003 年，林建调入 126 号计量站，该站周围分布
着河南濮阳县的 3 座村庄。“井站边的村娃都是我的孩
子！”53 岁的林建说，“帮助村娃读书，最能给我带来
幸福”。

两年前，10岁男孩贾荣由于厌学，成天闲逛，林建心
里不是滋味。贾荣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预制板厂上
班，对儿子不念书不当回事。林建找到贾荣，带他走进树
林：“你瞧这些树，20年的能做梁，10年的能成檩，5年的
当椽没问题。一两年的小树只能当柴火！”半个月后，贾
荣乖乖地回去上学。

每次从徐州老家探亲回来，林建总带些特色零食。
哪个孩子学业进步了，哪个孩子做了好事，他就用这些零
食奖励。

户部寨镇二中教室因没有暖气和煤炉，冬天不少学
生长了冻疮，林建很心疼。他买来百十双棉手套和十几
块暖手宝送到学校。趁午饭间隙，林建亲自给孩子们的
手背上涂抹冻疮膏。

户部寨镇二中六年级（2）班有些孩子缺乏自制力，
林建就打印了一摞自测表，让同学们每天对课堂听讲、自
习纪律、作业完成等情况做自我评价，并要求他们每天在
表格上写一句自励的话。

前些日子，林建管理的中原油田实施“井观”改造，
淘汰了不少方砖，林建自掏350元钱雇车把砖运到大高
庄小学，铺在校园里。同事搬家，林建跑前忙后帮忙，
为的是把人家不要的旧衣服拿走，洗干净后送给贫困人
家的娃。

林建每月工资 4000 多元。为了攒钱帮助村娃，他
下班后经常去餐馆端盘子，就图能免费吃顿饭，省下几元
钱。“我喝过的饮料瓶、用过的牙膏皮从来不扔，能多卖一
角钱就能给村娃多买一角钱东西。”林建说。

村干部向林建（左三）赠送锦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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