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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4 日上午，天空飘起了朵朵
雪花，气温已经降至冰点。

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村民文兰， 打开自
家灶屋里的水龙头， 对着哗哗的自来水冲洗
青菜。她边洗菜，边高兴地向我介绍：“我们村
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 大部分人家做饭都
用上了沼气。 开关一拨，有水有气，又方便又
干净……”而几年前，即使天寒地冻，她和村
里的女人，都必须在屋外的水井、水塘里，洗
衣洗菜，挑水烧茶。 “现在我们跟城里差不多
了呢……”

的确，在村里走一圈，感觉是置身于一个
小镇，眼前是一栋栋白墙镶嵌瓷砖的楼房，有
铝合金玻璃窗，有宽敞的阳台；平整的水泥村
道，直接铺到了各家各户门前。 飞雪中，那些
门楣上红红的对联和灯笼， 透露出幸福的意
味。

村长银桂元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村这几
年环境变好了，新房建多了，就业增加了，经
营搞活了。所有这些变化，多亏了村支部书记
沈绿叶。作为一个从外村嫁进来的苗家女子，
在担任村支书的这些年， 她一门心思带领全
村致富，想方设法为村民排忧解难，为新农村
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赢得了村民们的
喜爱和信任……”

“我要让大家过上城
里人的生活”

2009 年的一天，龙溪镇党委收到了一封
联名信， 上面密密麻麻签满了石洪村全体党
员的名字。 信的内容是推荐本村的媳妇沈绿
叶担任村支部书记， 列举的理由很充分：第
一，她是一名有觉悟、有素质的党员；第二，她
是地道的农村妇女，能吃苦耐劳；第三，她为
人热情， 心地善良， 尤其对农民有深厚的感
情；第四，她是一个白手起家、历经艰辛的创
业者，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完全有能力带领村
民致富……

就这样，身材小巧、模样俊俏的苗家女子
沈绿叶， 在全村人信任的目光中， 走马上任
了。 上任这天，在就职宣誓大会上，她说了这
样一句话：“我要让大家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这句朴素、但很有分量的话，让全村人充满了
期待， 也成为她尽职尽责当好村支部书记的
动力。

嫁到石洪村多年， 沈绿叶太清楚村里的
情况了：人口多、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成堆。
这个村有 2200 多人，可耕地少，经济基础差。
当年，就因为太贫穷，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她
种地喂猪，做缝纫，跑运输，起早贪黑，历尽千
辛万苦，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凭着多年的
摸爬滚打和坚韧不拔的努力， 她和丈夫陈立
彪一起，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而且事业越来越
红火。有了成功创业的经历，沈绿叶也有了不
负众望、建设好石洪村的信心和底气。

为了早点改变村里的环境， 让村民们过
上好日子， 沈绿叶从自己家里拿出 60 多万
元，将天然矿泉水从 17 里远的云山上，用自
来水管引到全村的每家每户， 解决了村里的
饮水问题。 从此， 石洪村的人都喝上了安全
水、放心水。而村里的 20 多口水塘，全都用来
养鱼或灌溉农田；接下来，她又捐资 20 万元，
将水泥路修到了每个村民的家门口， 改变了
村民出门“晴天一脚灰，雨天一脚泥”的状况。

过去的岁月，石洪村村民都在柴禾、秸秆
和煤炭的烟熏火燎中烧水煮饭，既劳神费力，
又影响环境卫生。 沈绿叶想， 石洪村要建设
“两型社会”，必须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抓起。
她和村干部们，极力动员村民们兴建沼气池，
以充分利用天然能源，改善生活条件。 现在，
村里有 165 户人家用上了干净、 方便的沼气
灶。

同时，针对村里人多地少的情况，沈绿叶
和村干部，带领村民们花大力气进行山塘、渠
道的整修和农田整治， 把零散的土地整理为
可机械化耕作的良田； 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水
利设施建设。现在，全村已有近 90%的山塘塘
坝、85%的渠道实现了混凝土加固，初步建成
了四通八达的“旱可浇，涝可排”的水利设施
网，300 亩土地实现了方田化、机械化。 为此，
她慷慨地捐资 150 多万元。

“绿叶是个不计回报为村民做好事、做实
事的人！当村支书几年来，应得的工资、补贴，
她分文不取，全部用于村里特困户、五保老人

的补贴。相反，她还拿出这么多钱帮村里搞建
设，对此，村民们十分感动。 大家都夸她是最
无私、最替村民着想的村支书，都称她‘一叶
一枝花’呢……”

现任石洪村村支部副书记杨大贵， 曾担
任多年的村支书，为了村里的发展，他主动举
荐并上门动员沈绿叶回村担任书记， 自己甘
愿当副手。 提起沈绿叶，63 岁的他就赞不绝
口：“她有胆识，有思路。 作为村支部书记，她
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原来村里 2200
多人，只有五十余名党员。 她上任后，努力培
养新生力量，每年要发展三四名新党员，到现
在已经有十几个村民加入了党组织， 还有不
少年轻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为了改变村里
党员、 干部的观念， 她每年都组织我们到韶
山、延安、井冈山等地学习，重温入党誓言，以
激发大家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决心；去年，我们
到了长沙的印山村，今年还准备去关山村、光
明村取经，学习他们带领农民致富的经验。绿
叶说，希望大家回来后，能齐心协力，把我们
村建成‘湘西南’新农村建设的榜样村……”

在石洪村村口， 我看到路边有一幢正在
修建的两层楼房。 从立在旁边的巨幅规划图
可以看出， 这是石洪村的党员活动室和村民
活动中心。 占地 6 亩，建筑面积共 2000 多平
方米。里面将设有农家书屋，文化馆，娱乐室，
幼儿园，医疗点，村委会，村公所等。 楼房前
面，是一个公园似的绿化广场。

今年二十出头的罗亚辉， 是长沙某高校
的毕业生。为改善村支两委结构，沈绿叶找到
市委组织部， 安排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来石洪
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秀气文静的小罗告诉
我：“沈书记很重视村里的文化建设， 建这栋
楼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村民进行健康的文化、

娱乐生活。为此，她真是操尽了心。刚开始，有
几个村民不大愿意征用自己的地， 她就提着
烟酒，一家家上门做工作，讲明为 2000 多村
民建一个活动中心的重要性； 村里资金有困
难， 她又从自己的企业， 拿出了 130 多万元
……你看，活动中心楼已经封了顶。 不久，我
们村里的人， 就有地方跳广场舞， 有地方看
书，有地方散步了，真的跟城里人生活没有两
样咯……”

“新农村建设，就是
要让村民富起来”

思路决定出路。 在沈绿叶的心里，
最要紧的事，莫过于带领村民致富。 她
对我说：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北农村考察时， 告诫基层干部，“农村
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这席话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民、对基层的关心和重视，
也是对我们基层干部的殷切期望。 作为村支
书，我有责任和义务，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应
该带着村里的党员，为村里的发展齐心协力，
成为村民致富的领路人。

沈绿叶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担任
村支部书记后，她领着村支两委的干部，认真
筹划石洪村的发展思路， 紧紧抓住新农村建
设的大好机遇，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先后兴办
了“物流公司”、“鲜姜加工厂”和“休闲农庄”
等村办企业， 解决了村里 300 多人的就业问
题。同时，还扶持、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鲜
姜，发展养殖业，走多元化的致富之路。 按沈
绿叶的话来理解：“新农村建设， 就是要让村
民富起来。 ”

说起沈绿叶带领村民致富的事， 村长银
桂元有一肚子的话：“我们村六组的村民李明
璋，以前在四川打工。回乡后利用村里的水库
养鱼，同时还养了鹅、鸭、羊、牛。 为了方便他
运输， 沈书记出钱， 将水泥路修到了他的基
地，还帮他修建牲口棚等基础设施。村里每年
帮他租了 10 亩地， 每年补贴一半的租金，给
他扩大规模。 现在， 他每年养 8000-1 万只
鸭，350 多只鹅，已经是专业化养殖了，年收
入有 8-10 万元。 小伙子对村里的支持，感激
不尽，逢人就夸沈书记好；还有，村里的党员
王顺成， 每年种植鲜姜 3-5 亩， 年收入在 5
万元左右。 现在，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种姜的
有几十户，收入都不错……沈书记的思路是，
要靠多元化发展致富。像物流公司，就带动了
村里的运输户，为他们拓宽了致富门路；鲜姜
加工厂将村里特产的优质生姜，进行深加工，

可提升产品的品质与
价值， 扩大市场销售，
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在武冈当地，有一句老话：
远走不如近爬。可留在本乡本土的许多人，却
成为了富余的劳动力。怎样让每个人有工作，
有事做，有经济来源，这是沈绿叶和村干部们
最关心的事。 除了吸纳部分村民到村办企业
和自己的企业工作， 她和村干部们还请来省
里的专家， 对村里一处风景秀丽的水库进行
了规划，打算开发成休闲山庄，在安排就业的
同时，又可以发展经济。

沈绿叶还利用自己的云峰水泥公司这个
平台，为村民们创造就业机会。 如今，村里以
及附近，有 900 多人被安排在云峰公司工作。
这些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有了拿
工资的地方，挣钱的同时，也能兼顾家庭，享
受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现在，石洪村的村民颇有几分自豪感，因
为村里人收入有了明显提高， 人年平纯收入
达到了 6000 多元，比全市农民的年平纯收入
高了 2000 多元。 在自豪的同时，他们都异口
同声地夸奖情为民系、 利为民谋的沈绿叶是
兴村富民的好当家，也是村里的好媳妇。

“能承担一份社会责
任，是幸福的”

2012 年的最后两天，寒气袭人。
有一拨人却冒着严寒出现在沈绿叶云峰

公司的办公室。他们来自 50 公里远的贫困的
天鹅村，且都是沈绿叶不太熟悉的“老熟人”。
云峰公司办公室的墙上， 就挂着他们上次送
来的一块匾，上面的字是“山之绝顶云为峰，
爱及学子情似海”。

原来，早在前年，天鹅村中心小学的孩子
们告别了摇摇晃晃的旧桌椅， 喜气洋洋地换
上了崭新的课桌、椅子。 这些，都是用沈绿叶
资助的 5 万元添置的。 这一次，学校想将校门
前坑坑洼洼的烂泥路用水泥硬化， 却苦于没
有资金，只好再次求助沈绿叶。 大家知道，找
她一定会有希望。 果然，热心公益、疼爱孩子
的沈绿叶又资助给学校 100 吨水泥。 天鹅村
的人都说：沈绿叶是个有爱心的好人嘞！

武冈二中的学生张小明，家境极度贫困。
眼看就要辍学时， 沈绿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
手，从 2003 年起，承担他高中阶段的一切费
用。 2005 年他考取四川科技大学，每年 6000
元学费，也由沈绿叶资助。这个中学还有 3 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孩子， 在沈绿叶家里一住数
月，她管吃管住，还包管学费。 孩子们从绿叶
阿姨身上，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体会到了
人间大爱。

而 53 岁的杨恢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年
过半百了，居然变成了拿工资的上班族。 这个
老实巴交的农民， 内心深处对沈绿叶这个村
支部书记，充满了感激。 前几年，得知家境贫
寒的杨恢善的妻子身患重病，无钱手术，沈绿
叶不仅资助他 2 万元， 还将他安排在云峰公
司上班，解决了这个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 杨
恢善表示，要用努力工作，来报答这份关爱。

杨大贵说起沈绿叶的善行， 如数家珍：
“2009 年，村民杨冬京在长沙做手术，沈绿叶
资助了 5000 元；村民杨恢雄，患心肌梗塞，沈
绿叶资助了 5000 元；她还资助我们武冈市马
坪镇以及法相岩社区的贫困学子 4 万元……
反正这样的事，多得我都记不清了。 ”

在沈绿叶被评为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者”的事迹简介材料上，我看到了以下
记录：

“几年来，她的企业，安置了 300 多名下
岗工人， 为近千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

业机会； 受沈绿叶资助的贫困学生和弱势群
体有 1120 多人， 受助资金达 320 多万元；她
向其他公益、福利事业，向冰灾受害地区、四
川地震灾区捐款 258.16 万元；向新农村建设
捐款 106.17 万元；向市、县、乡、村道路建设
捐款 382.15 万元； 总计达到了 1131.08 万元
……”

其实，这些统计数据，又哪里可以丈量沈
绿叶的感恩情怀和心中大爱呢？

“以人助我之心助人，才是真正的感恩。 ”
当年， 正是这片土地上的 20 多个亲朋戚友、
乡里乡亲，东拼西凑，凑了 10 万元，才让从田
畦土坎上走出来的她，大胆创办了自己的“龙
江煤炭购销公司”， 并由此一步一个脚印，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里，艰难行进，顽强打拼。 苦
心经营了几年，她的拼搏，终于换来了公司业
绩的蒸蒸日上。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后，她以超
常的胆识和气魄， 接下了武冈市一家停产倒
闭的水泥企业 。 之前 ， 这家企业一年亏损
1000 万元，400 名员工常常拿不到工资，有人
说，“大家把水泥全吃了，也饱不了肚皮”。 这
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企业！ 但沈绿叶并没有被
困难吓倒， 反倒是以不同寻常的毅力与进取
精神，倾尽全力将其发展成为拥有职工 1200
多人， 年产销水泥 105 万吨， 总产值 6.5 亿
元，向国家上交税金 3518.9 万元 ，位列全省
百强企业的余热发电、 节能环保的新型干法
水泥生产企业———“云峰水泥有限公司”。 目
前， 她公司的年产 200 万吨的云峰水泥邵阳
市大祥区生产线即将竣工投产， 武冈二期年
产 200 万吨的扩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然而，树高千尺，终忘不了根。 在沈绿叶
心里，对农村的父老乡亲，始终怀着一份朴素
的报恩之情。 正是这种感情， 让她回到石洪
村，挑起了村支部书记这副担子，并以自己的
企业为依托，不计回报地为村民服务。作为村
里勤劳致富的样本， 沈绿叶更希望让勤劳致
富的种子，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

淳朴善良的她，说过一句发自内心、非常
质朴的话：一个人吃肉，全村人吃糠，你说，这
有什么味道？我恨不得一夜之间，所有村民都
富得流油才好……

为了这个朴实的想法，她身体力行，努力
做一个称职的支部书记，带着全村发展经济。

当初，见她辛辛苦苦，既要为云峰公司的
发展劳心费力，又要跑上跑下为村里争项目、
办企业，家人心疼她：“你一个婆娘家，哪里这
么经得累咯？操咯多心，累病了怎么搞嘛？”在
家人看来， 管理一个云峰公司， 就够她累的
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承受新的压力。

有朋友也不理解：“你当这个村支书，到
底为了什么呢，经济上要作出牺牲，精神上还
要操心费力，你这不是倒贴钱去讨苦吃？何必
呢？ ”

“羊尚且知道跪乳，鸟也懂得反哺，何况
人？ ”这位朴实、谦和的农家女儿说，“我的一
切，是乡亲们和社会各界支持的结果。今天我
有能力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是很幸福、很快
乐的事！ ”

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这
个女子，将一腔深情，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和社
会公益事业中。她以企业为依托，扶贫济困，反
哺农业，反哺社会，成为十里八乡的美谈，也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高度认可：

她先后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湖南省巾帼创
业明星”、“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建材劳模”、
“中国优秀企业家”、“邵阳市劳动模范” 等多
项荣誉称号， 并且光荣地当选为湖南省第十
一届人大代表。

社会给予的关爱与肯定， 温暖着这个朴
实的农家女儿的心。 她深知，作为人民代表，
肩上扛着的是神圣的职责， 因此必须尽职尽
责，不辱使命，当好人民的代言人。 农家长大
的她，有着农民的质朴，也了解基层民众的需
求。在《关心农民利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
高农民收入》、《关于保护环境，依法关停重点
污染企业，保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建议》等
一系列建议、议案中，她满怀对社会、对百姓
的挚爱，提出了许多观点鲜明，针对性强，事
关发展大局和百姓福祉的良言佳策， 引起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并得到落实。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村妇女，到
创业明星，再到村支部书记，沈绿叶的生命轨
迹上，印满了奋斗、拼搏、成功、付出、担当、奉
献的履痕 ， 为广大女性自强自立作出了表
率，树立了新时期农村妇女的新形象！

方雪梅

———记武冈市龙溪镇石洪村党支部书记沈绿叶

与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担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为石洪村党支部书记沈绿叶颁奖。

沈绿叶捐资兴建的村民活动中心即将竣工，她（左二）与村干部们到工地
检查。

石 洪 村
党支部书记
沈绿叶（前排
右四）带领全
村党员在韶
山重温入党
誓词。

沈绿叶在村里渔场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