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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寨村位于沈丘县北杨集乡!因在全

省率先实施"土地股份合作制#闻名遐迩$

林峰!一名普通的村党支部书记!因

在家乡林寨村倡导实施 "土地股份合作

制%!获得
4#-!

年"全国劳动模范%殊荣$

胖胖的身材!黑红的脸膛!宽厚的肩

膀!说话大嗓门儿!这是林峰给"出彩周

口人%采访组记者一行的第一印象$

"我做的事情很小!国家给我的荣誉

太高了!当上全国劳模!责任和压力更大

了$ %刚刚从北京受奖归来的林峰!说话

直来直去$

村民还是土地的主人

"村里上访不断! 村党支部疲软!干

部群众不团结! 确实令人头痛$ %

4#--

年!离开林寨村
4#

多年!通过求学&创业

已经在县城安家的林峰临危受命! 回村

担任党支部书记$ 他自个儿一时转不过

这个弯儿!家人&亲戚&朋友也不理解$

干不干'该咋干'经过几天的思想斗

争!林峰说()要干就干出个样儿来!村里

稳定了!组织上放心了!最终受益的还是

林寨的林家人$ %他不想只是挂个名$

上任前!林峰挨家挨户转悠!询问村

民所思所想! 很快了解到村民最大的纠

结还是土地该咋种$

"老年人会种地没力气! 中年人会种

地外出务工没有时间!青年人不会也不愿

意种地$%谈及当时土地集中的初衷!林峰

说出了农村的现状$ 据林峰调查统计!全

村
-5##

人! 常年在外务工的有
--##

人!

在家的几百人都是些老人和孩子$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要实行一*破+

一*立+!就是打破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

实行土地规模种植! 土地集中经营是一

道必须迈的*坎儿+$ #林峰这样说$

林峰带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外出考

察!解开群众的)恋土情结#,算好土地集

中前后的收益账& 整体产出的效益账和

长期发展的效益账!让群众跳出"小农%

意识$

"从外地考察回来!群众代表眼界开

阔了!没想到外地农业发展得那么好!土

地效益那么高$对土地集中这个事情!全

村上下思想慢慢一致了$ %林峰说!土地

全部集中该咋办!当时!在林寨村老村委

办公室!几百林寨人讨论到了深夜$

4#--

年
6

月!林寨村召开村民代表

会!决定是否实行土地集约耕种$参观考

察的时候!群众代表群情激奋!真到了签

字的时候!群众代表还是顾虑重重$林峰

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集中土地群

众有思想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干这个事儿! 我知道是个难事儿!

要搭上我的生命我不会干! 我就搭上我

两年的寿命$ %林峰说!作为晚辈的他话

一出口!老少爷们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土地股份合作! 集中规模经营!村

民变股东!利益有保障!情感上能接受$%

林峰说! 他反复向村民解释! 土地集中

后!作为股东!村民还是土地的主人!规

模经营能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农业效益!

年底分红!村民能多挣钱$

"在老村室!大热的天!村干部和群

众代表讨论到深夜!最后举手表决!还在

同意集中入股的协议上按上了手印$%回

忆当时的情景!林峰记忆犹新$

土地一分一毫都扯清

林寨村
7

个村民组
77"

户
-5##

多

人!只有
-.-$

亩土地!人多地少是村情$

"别看平时和和气气的! 一听说重新

核实土地!群众都齐聚在田里!舍不得离

开$ %林峰说!这是正常的!土地是关系家

家户户切身利益的大事!谁都不能含糊$

在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过程中!林峰

遇到了第一个难事$ 有一股子冲劲儿的

他!在那十来天里!吃住在村里!寸步不离

村!胖胖的身体硬是掉了十来斤肉$

"我告诉村干部! 谁都不能徇私情!

谁家多少就是多少! 土地一分一毫都要

扯清!不然要出乱子$ %林峰说$

为了不让参与量地的村干部分心!

林峰安排在老村室内支上大灶! 大家吃

住在村里!昼夜加班!直至量地结束$

还是在
4#--

年!随着土地集约式耕

种的实现! 林家富种植专业合作社应运

而生!林峰兼任合作社理事长$

合作社起步时集中土地资金从林峰

及合作社社员入股资金中预先支付!林

峰入股
-!#

万元 !

4$

名社员共入股
4#

万元$ 合作社对流转的土地实行统一购

进生产资料&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

收割&统一销售$

"我还真没有操过这么多地的心!村

里人解脱了!我肩上的担子重了$土地集

中的第一年大旱!我心都操碎了$ %林峰

说! 大旱的那一段时间! 他夜夜睡不着

觉!穿上衣服跑出来看天!下一场透雨比

得个大奖还舒畅啊$

有一天夜里!雷声阵阵!县城和周边

乡镇大雨倾盆! 他高兴得开着车就往村

里赶!看看他和乡亲们的玉米!但是走到

北杨集乡!他的心哇凉起来!林寨村竟然

一滴雨未下$

"我本来不抽烟!但是那天夜里我抽

了半包!说不愁人是瞎话$ %林峰说!当

晚!他在村里的桥上遇见一个村民!俩人

在桥上坐了几个小时!谈了半夜!把人家

的一盒散花烟抽完了$

不能让玉米旱死颗粒无收$第二天!

他就组织人抗旱浇地$那一年!每亩地收

入仅
6##

元! 盘算下来合作社亏损了约

-!

万元$ 为了兑现承诺!更为了让村民

安心!林峰自己拿出
-!

万元!给村民补

足每亩地
5##

元的收入$

如今!林寨村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

一个
5##

多万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

目涵盖了村里! 为该村农业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保障$

"现在机井
!#

米远一个! 旱天浇水

太方便了!可以说是旱涝保丰收$ %林峰

带着我们走在围绕耕地建设的水泥路

上!底气更足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4#-4

年底! 随着项目整合投入&基

础实施完善&管理经营规范!土地产出效

益明显增加!农民看到了土地经营前景$

4#-.

年
5

月! 该村经村民代表大会&合

作社社员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全票通过!

形成-全体村民集体入股决议.!决议规

定 ()林寨行政村
77"

户村民以社员身

份!全部加入林家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

社员以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股

份入股!聘任本村原有的
4$

名种田能手

为管理人员!参与经营管理$ 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 利益共享!风险公担$ 合作社

按照)五统一%模式管理!成立了办公室&

技术部&财务部&生产部&销售部!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

新增
%!$

亩高产田

如今!站在林寨村委会向东望去!看

到的是一马平川的千亩大田地! 传统分

散种植时期的田埂&田间小道不见了$

这几年!林峰克服困难!带领该村群

众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走农业产业

化道路!打造千亩农业高效示范基地!让

现代农业在林寨落地生根$

)在整理土地时!林寨最大的成绩就

是改造了窝子林! 一下子增加了
4##

多

亩高产田$ %林峰说$

他说的窝子林位于林寨西南角!是

几十年自然形成的$ 这几百亩地是各家

各户的自留地!每家也不多!就巴掌大一

块儿! 种庄稼收不了几颗籽儿! 就种上

树!由于没有人管理!种树也不成材$ 在

征得村民同意的基础上!他筹资
-#

多万

元!找来
.

台推土机干了
!#

天!将这片

窝子林进行了整理和改造$随后!他又带

人整理了边角地&贫瘠地!使全村新增可

耕地
4-#

多亩!增幅达
-$8

$林寨村现已

整合土地面积达
-!4$

亩$

村干部林进功描述这几年麦收后打

捆机作业时的情形说()打捆机在前面工

作!村民在后面拉走整捆的秸秆!麦茬地

收拾得干干净净!既方便又快捷!再也不

乱堆乱放污染环境了$ %

如今!林寨村耕地成了大块儿地!利

用率提高了! 庄稼的管理与收割都能采

用大型机械作业!劳动力解放了!土地效

益增加了! 土地整村流转为该村的发展

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土地流转!咱有钱赚,当上股东!年

底分红$ %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儿子儿媳在上海打工! 俺在家照顾

两个孙子! 庄稼活儿干不动了!

6

亩地一

年拿
$###

多块钱!还能分红!地还是集体

耕种好$ %

6-

岁的村民林廷刚告诉记者$

)我们村集中流转的土地!由合作社

招聘村民管理! 这样群众既能得到土地

流转费和红利分红! 又能在合作社打工

挣工资$签个协议!村民就挣了三份钱$%

林峰说$

林寨成为全省试点村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个新鲜事儿!

林寨村是全省第一个实行的村$

按林寨人的说法!这个制度本着)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变土地承包权为

股权!由合作社集中规模种植全村土地!

在扣除必要的集体积累以后! 按照社员

土地股份进行分配$

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第二年!

林家富合作社总结经验! 但是盘算下来

刚刚保本! 在保证村民每亩地
5##

元收

入的前提下!林峰又出资购买了
.#

多万

元的农业器械$ 第三年!终于喜获丰收!

林家富合作社盈利
.#

余万元!林峰自己

没要一点分红$

去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是林寨

村村民和老人们开心的日子$

)老少爷们! 今年两季儿庄稼收成

好!除了股民分红外!集体还结余点钱!

老人们都能领 *红包+$% 林峰扯开嗓门

宣布$

当天! 全村
$#

岁以上老人领到了

.##

元到
$##

元不等的 )福利 %!以及保

暖内衣&羽绒服等慰问品$农民不种地也

能领)红包%!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林峰说! 老百姓的事情再小也是大

事!要想着群众&向着群众&让着群众!为

他们做些事&谋些利&暖些心!这样干群

之间话语相通! 心里相近! 感情也能融

洽$

)在平时的工作中! 人们经常会说!

老百姓目光短浅! 只看四指远! 这是不

对的$ 我们的老百姓正直& 淳朴! 认死

理儿! 只要我们真心对待老百姓! 群众

会真心对干部的$% 林峰说! )林寨是

我的家乡! 林寨人是我的爷们儿! 这里

没有怨没有气! 更没有恨! 只有浓浓的

乡情$%

这几年! 林寨村的群众非常支持村

里的工作!在殡葬改革中!现在都主动火

化进公墓$ 再比如!在每年的麦收&秋收

两季最忙的时候!群众主动帮忙!捡到玉

米不是拿回家!而是交公$

7

年来! 林峰个人捐资
-##

多万元

发展公益事业! 建新村室& 修路& 建村

委会! 每年为村里
47#

位
$#

岁以上老

人购买保暖内衣! 添置健身器材! 给小

学师生购买服装! 救助村里困难户$

4#-7

年
-#

月
4-

日! 省政府党组成

员&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顷

霖! 省农业厅厅长朱孟州带领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试点调研组! 深

入林寨行政村! 就土地股份合作情况进

行专题调研$ 市委书记徐光& 副市长牛

越丽& 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县长刘国庆

陪同$

在当天上午召开的座谈会上! 林峰

就林寨村创新流转模式& 推进农村土地

股份合作的情况进行了汇报$

当了解到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后!解

放了农村生产力! 提高了土地科学化管

理水平!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

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目前村民对合

作社的发展充满信心时!赵顷霖&朱孟州

和调研组成员十分满意$

调研组对林寨行政村发挥农业规模

生产经营优势! 试行农户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入股!进行土地流转&合作经营的新

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村民把土地流转后! 除各项惠农补

贴以及土地租金有保障外! 还增加了盈

利分红和外出务工/或经商0的收入$ 据

初步统计!林寨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推

进后!带动全村农户增收达
-###

万元以

上$

如今! 林寨村从事物流货运的大小

车辆达
-6$

辆! 购买家庭轿车的村民有

4-$

户! 村民们累积在县城以上城市购

置住房
-6$

套$

)我们还要进一步总结完善!探索出

更加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 群众欢迎认

可的发展模式!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

收$ #林峰说$

!!!!

林峰在林寨村土地入股动员会上讲话#

!!!!!!4#-7

年重阳节!林寨村民喜领$红利%&

! 123 "#$ 4567 %&%'

本报讯 /记者 窦娜0记者昨日从市

统计局获悉!

7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
-9-8

!较全国
:;<

涨幅

-9!8

低
#97

个百分点! 较全省
:;<

涨幅

-968

低
#9$

个百分点$ 相关人士表示!

7

月份
:;<

仍然持续上月低位温和上升

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

7

月份!八大类商品

除烟酒类&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之

外!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

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类价格仍保持低位

上涨!呈)六升两降#趋势$

7

月份!衣着

类价格领跑
:;<

!同比上涨
79#8

,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紧随其后!

同比上涨
49!8

, 食品类价格排名第三!

同比上涨
-9$8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类价格&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

格 & 居住类价格的涨幅分别为
#958

&

#9!8

&

#9-8

$ 与去年同比有所下降的是

烟酒类价格与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分别

下降
#9.8

&

-9$8

$

作为影响
:;<

波动的主要力量 !

7

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9$8

!影响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94"

个百分

点$ 从发布的同比数据看!

7

月份!食品

类中的
-$

小类商品有涨有降! 除了鲜

蛋&鲜菜&调味品&干鲜瓜果&油脂的价格

下降外!其他商品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水产品和在外用膳食品价格上涨

最为明显!同比分别上涨
!9!8

和
!948

$

从最能反映最新价格变动的环比

数据来看!

7

月份!食品类价格环比下降

-9.8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9.5

个百分点$ 从环比数据上看!鲜菜

的价格明显走低!环比下降
$978

!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94-

个百

分点$ 相关人士分析!这与天气变暖&市

场供应充足有关$

线索提供'黄伟 胡彩霞

!"#$%&'()*+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守护一个人一段时间并不难!难

的是长久守护, 恪守爱情的誓言并不

难!难的是天长地久$川汇区小桥办事

处彭埠口社区居民邱和平 !

7

年来悉

心照顾因车祸不能行动的妻子! 用实

际行动恪守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誓言!令许多人感动$

7"

岁的邱和平以前在农贸市场

做生意$ 在商户们的眼中! 他为人友

善!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仅

家庭和睦!还把生意经营得井井有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他的妻子在

去商铺的路上被一辆轿车撞倒! 经过

抢救!虽然死里逃生!但是却落下意识

障碍&肢体偏瘫的后遗症!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 邱和平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照

顾妻子日常生活的重担$ 为了让妻子

早日康复! 他每天搀扶妻子在病房来

回走动!去有健身器材的地方逛逛!几

乎是寸步不离地守护照料着妻子$ 尤

其是在夏季! 邱和平每天都要给妻子

擦洗身体&按摩翻身&清理大小便$ 为

了让妻子早日康复! 邱和平放弃经营

的商铺!带着妻子远赴郑州&西安&北

京等城市求医问药!他说!只要有一线

希望!他就不会放弃$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夫

妻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邻居们常说(

)邱和平不离不弃!毫无怨言地照顾妻

子!始终如一用真情对待爱人!确实了

不起$ #然而!邱和平却说()不论是工

作还是家庭!都要把责任放到第一位$

一个人只要有责任心! 就能够风风雨

雨地挺过来$妻子身体有病!照顾她的

责任就在我这里!我从不感到苦恼!不

感到烦躁!这是我应该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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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从工作岗位到个体经营 !

.#

多年

来!张新芳做的好事&善事!一桩桩&一件

件数也数不清! 接受他帮助的人难以计

数$ 群众赞誉他是)雷锋的传人#&)天下

孝子#$

张新芳孝敬父母!善待岳母!更敬爱

孤寡老人$ 聂堆镇黄岗村有
7

户老人家!

两个是五保户!两户是儿子落户新疆!夫

妇相依在家生活$ 张新芳主动为
7

户老

人打压井!逢年过节带着礼品上门看望!

一帮就是
!

年多$

-""4

年冬天!张新芳拿

出
$####

元资助聂堆敬老院和西华县光

荣院!并送去
-4

车煤让
-"5

位老人温暖

过冬$逢年过节!他还主动给敬老院老人

送戏!让老人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张新芳的油漆店有一个 )特别规

定#!凡是军烈属&部队驻军&残疾人&困

难户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购买油漆!

一律按进价供应$ 西夏镇张堤村一位拄

双拐的残疾老人和迟营乡一盲人在他店

里购买油漆!都享受到了这一优惠!他们

深受感动$一次!黄泛区农场的宋春丽把

装有
$###

元现金和驾驶证的钱包遗忘

在了张新芳店里的柜台上! 张新芳发现

后!及时与她联系并如数送还$一位叫牟

胜利的顾客不慎把
-!##

元现金掉在张

新芳店里!张新芳捡到后!一分不少地归

还给了他$

4#--

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天下着蒙

蒙细雨!张新芳在关店门时!遇到一对八

旬夫妇! 询问后得知! 两位老人一无所

有!无家可归!已乞讨
.#

多年$张新芳决

定帮助两位老人$经过
7

个多月的奔波!

张新芳终于办齐了各种手续! 把两位老

人安排在西华县中心敬老院! 让两位老

人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

商户在六一路

上私拉乱扯的电线

垂落! 距离地面不

足两米! 严重影响

车辆通行&

/记者李瑞才摄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