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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夏，鲁西平原上的小麦仍是一片墨
绿，对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的村民来说，却是
收获的时节——— 全村600多个大棚出产的蔬菜基
本卖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口袋里的一沓沓钞
票。

村里把收发土地流转金的时间定在这时
候。16日下午两点，雨后初晴，广播里响起了
村支书耿遵珠的声音。全村男女老少得到信
号，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恰逢央视来采访，
场面比往年更加热闹。交钱的和领钱的脸上都
洋溢着笑容。

由村里收发土地流转金是耿遵珠的主意，
解决了土地流转不畅的问题，为大棚发展铺平
了道路。探访他带领父老乡亲，把偏僻落后的
耿店村发展成远近闻名的“鲁西小寿光”的故
事，是记者此行的目的。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耿遵珠的第一印
象，是村民口中的那个“黑书记”。

“他是个实在人，上去能

给咱干点事”

在耿店，说起耿遵珠，男女老少都不喊耿
书记，年轻人都叫他“老黑叔”、“老黑大
爷”，年龄大的直接称呼他“老黑”。

在耿店村委会，记者见到了耿遵珠。他中
等肤色，白衬衣扎进黑西裤，腰间挂着一串钥
匙，随着走路的节奏来回晃动。原来，“黑书
记”并不黑啊。

说起“黑书记”的称呼，耿遵珠嘿嘿一
笑。

1966年，耿遵珠出生在耿店一户普通农家
中，排行老小。耿遵珠出生时，一个哥哥刚刚
夭折。农村有贱名好养的说法，父母见刚出生
的小儿子肤色黝黑，就唤他“老黑”。

幼时的耿遵珠还不能理解父母的苦心，他
嫌自己的名难听，尤其是小名，“听着像坏
人。”

耿遵珠没想到的是，他不喜欢的这个小
名，后来竟随着他走南闯北做买卖越传越远。

耿遵珠会做生意，这或许是祖传的基因。
耿店700多口人，耿遵珠这一耿姓是村里的第一
大姓。据说，耿遵珠的老爷爷在经过村子的官
道旁开了一家旅店，供南来北往的旅客停车住
宿，耿店因此得名。

耿遵珠的父亲也是村里的能人，“上世纪
80年代，他给食品站代收鸡蛋，一天能收两三
百斤，换点化肥农药”。

父亲领着耿遵珠，在经商道路上迈出了第
一步。1981年，15岁的耿遵珠初中毕业，马上
扛起了生活的重担。那个年代，经济刚开始搞
活，农村里的代销点还是新鲜事物。耿遵珠跟
着父亲开代销点，骑着洋车去临清进货，“冬
天五更就出发，骑到临清才刚天明”。后来，
他做过的生意五花八门：“收过棉花，换过苹
果，在村里养过鸡，和人合伙开收割机……”

让“老黑”在四里八乡家喻户晓的是耿遵
珠的粮食生意。上世纪90年代，收粮食是一项
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买卖，小到换馒头火烧，
大到交公粮学费，老百姓的生活全都系于此。
耿遵珠在市场上支起摊子，坐庄收粮食。农民
老实，一些不法商贩动起了歪脑筋，在秤上做
手脚，缺斤少两，坑害老百姓。在鱼龙混杂的
粮食市场上，耿遵珠是一股清流：“俺没使秤
坏过良心，坑过人，咱可是个好老黑啊！”

“粮食卖给他，他说当时没钱，过两天你
来拿，等到那天他没有去借也得给你。”耿店
村村支部副书记耿传明说。耿遵珠创造过一天
收10万斤粮食的纪录，别的粮店几家加起来，
也不如他收得多。因为他讲信誉，老百姓相信
他，都愿意卖给他。“我在这一带是名人，四
里八乡都认得我，就是收粮食收的。”耿遵珠
的粮食生意越做越大，“老黑”的名字也越叫
越响。

买卖不易干，耿遵珠吃了不少苦头。收棉
花时出过车祸，从齐河回茌平的路上，一三轮
车棉花翻到沟里，脸上没了一层皮，挣的1000
多块钱都赔给了碰伤的对方。养鸡的时候，和
五百只鸡一起住在两间老宅子里。为了给小鸡
仔取暖，在屋里点炉子，结果煤气中毒，差点
把命搭上。

苦头没有白吃，耿遵珠生意越做越红火，
日子也越过越好，“济南轻骑出的‘红90’，
五千多一辆，我买的时候全村都没有呢。安装
电话，除了大队部，我是第一个，都上我家接

电话去。”耿遵珠形容当时的生活，时兴什么
他有什么。

会做生意，能吃苦，讲诚信，“老黑”的
好，乡亲们都看在眼里。1999年，耿店村首次
选举村委会，耿遵珠高票当选为副主任，成为
最年轻的村干部。村民们说：“他收粮食公
道，是个实在人，上去能给咱干点事。”

“干不到的事儿说不出来，

真正实干了才能说出来”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耿遵珠是媒
体竞相采访的热门人物。面对媒体镜头，耿遵
珠举例子、列数字，把耿店村的发展情况和未
来打算娓娓道来，看过的都夸他说得好。

刚当上村干部那会儿，耿遵珠可不是这
样。贾寨镇宣传干事赵玉国1998年参加工作，
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和耿遵珠接触。“老实巴
交，不多言不多语。”这是赵玉国对耿遵珠的
第一印象。

赵玉国的感觉没错。做买卖干农活，耿遵
珠是“好把式”，可就是愁说话。“嘴比较
笨，不会说。”耿遵珠评价自己说，相媳妇儿
的时候，对方嫌他不说话，散了好几个。

平时就不言不语，到了正式场合更不会说
了，耿遵珠回忆说，他最怕开会被安排发言，
“心里盼着别被安排到，安排到了说么呢？一
紧张大脑一片空白。”

做买卖，秤杆子公道比嘴皮子利索管用，
可当村干部，整天和村民打交道，不说话怎么
行？一些老党员担心耿遵珠干不了，提出了反
对意见。

耿遵珠想，不善言辞就好好干事，“做买
卖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讲诚信，选上村干部后，
更得严格要求自己，哪个事都不能搞特殊。”

因为照顾生病的家属，老支书不在家，耿
遵珠作为二把手主持了两年工作。那时候，村
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收工商提留和特产
税，耿遵珠按时敛齐上交。在全镇现场会上，
人大主席当着全镇干部的面表场耿遵珠：“一
把（手）不在家，二把（手）还是个孩子，在
家把工作干上去了。”当上村干部后第一次受
到表场，耿遵珠至今记忆犹新。

手头工作千头万绪，耿遵珠一直没有把学
习放下，“有空就学习，看着好词就记，看着
正能量的语句也记。”大约两年前，赵玉国觉
得耿遵珠变了，“语言表达能力上来了。”前
不久，一位镇领导给耿遵珠发来一条短信：
“一天不读书，跟不上耿遵珠。”“我以前不
会讲，所以他们看着我在北京开会接受采访，

感到很惊讶。”耿遵珠笑着对记者说。
耿遵珠认为，他从不会说到会说的转变，

还因为现在的耿店村有得说，“我这个人有个
毛病，干不到的事儿说不出来，真正实干了才
能说出来。这几年，村子越来越好，心情也越
来越好，也敢在老百姓面前说话了!”

“有事的时候，好几天

睡不着觉”

耿店村越来越好，赵玉国和他的相机镜头
是见证者。

在镇办公室工作时，赵玉国和耿遵珠有很
多业务接触，后来到耿张管理区，两人打交道
的时候就更多了。1999年，赵玉国开始从事新
闻报道，用相机记录贾寨的大事小情，耿店是
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近20年时间，耿店村和耿
遵珠的照片，赵玉国不知拍了多少。

赵玉国记得，第一次去耿店拍摄，他用的
是镇里的卡片机，花100块钱买了四个胶卷。后
来，用上了带内存卡的相机。2010年，赵玉国
买了第一台单板相机——— 尼康D60。使了四年，
他觉得不顺手，又花一万多元买了一台二手的
尼康D160。现在，为了拍耿店的村容村貌，他
用上了航拍。

拍摄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赵玉国镜头中的
耿店村和耿遵珠也在变化，“村子每年都在发
展，耿书记看着比以前显老了。”

耿店村发展快，耿遵珠的思路很关键。
2002年，耿遵珠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兼村支书，
摆在面前的难题一大堆：村里破破烂烂，道路
都是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宅基地乱抢乱
占，盖房乱搭乱建，100多个老棚，种的全是芸
豆，由于品种单一、连年种植，导致品质下
降、产量减少，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低。

新官上任，三把火该烧向哪里？全面分析
后，耿遵珠认为出路还在于发展大棚，“人均
不到1亩2分地，不种菜吃啥喝啥？”耿遵珠带
着几个党员干部和村民去寿光参观学习，请回
了一位姓潘的技术员，在他的指导下，耿店改
种黄瓜、尖椒、西红柿、茄子等新品种，当年
效益就翻了番，村民们种大棚的积极性重新高
涨起来。

老棚面积小效益低，干活也累；大棚越搞
越多，在菜苗上的支出越来越高，蔬菜产量增
加销路成了问题。解决了一个老问题，又来了
一堆新问题。

“村干部就是解决矛盾的，一个时期有一
个时期的矛盾，矛盾解决得快，发展就快，矛
盾不解决，越积越多，脚步就会停滞。”耿遵

珠再次带领村民到寿光参观学习，看到第四代
高标准卷帘机大棚，干活不累效益还高，回来
就推广；组织村民入股建设育苗场和蔬菜市
场，大大降低了菜苗成本，解决了卖菜难的问
题。2008年，成立“绿冠蔬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并注册了品牌，使村民的收益大幅提
高。“以问题为导向，发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
问题，所以说我们脚步走得快。”耿遵珠总结
道。

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村容村貌也渐渐换
上新颜。耿遵珠自豪地说：“现在的耿店，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风貌
焕然一新。”

为村里的事日夜操劳，让耿遵珠显出老
态。“有事的时候，好几天睡不着觉，想着怎
么处理，事儿解决了，浑身轻松，就能睡个好
觉。”当上村支书后，耿遵珠发现，睡不着远
比睡好觉的时候多。

建蔬菜批发市场的时候，为了省钱，耿遵
珠带着入股代表，亲自去聊城找工程队，到钢
材市场买材料，一家一家挑，一分一分砍价。
刚订好材料就下起了小雨雪，他们冒着雨雪将
材料装完，然后坐在拖拉机上，淋了一路。等
到家的时候，耿遵珠已经被冻得站不住了，盖
上被子暖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去给工程队打
下手。

村西北角有十六个大棚，是耿店最早的一
批卷帘机大棚。卷帘机油杆是耿遵珠带着四个
户代表从寿光买回来的。往回进货的时候，他
们雇了一辆货车，拉着油杆，五个人加两个司
机，挤在驾驶室里，站站不直，坐坐不下，窝
了一宿才到家。十个六棚支起来后，四户拿钱
给耿遵珠在电视台点了两首歌：《好干部》和
《越来越好》，“一天放两次，唱了一个星
期。”

“带着一颗公心，这事儿的

成功几率就大”

回顾耿店村的发展，合伙入股是一个法
宝。蔬菜批发市场、蔬菜合作社、育苗场、生
态园、大棚餐厅……耿店村的一棵棵摇钱树，
都是村民合伙入股栽下的。

“干一个事，我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咱能
不能扛得住，考虑不到，一家伙弄个大窟窿，
咱又没有大企业，用啥挡？”耿遵珠说，“我
寻思着，众人拾柴火焰高，个人干事没钱风险
还大，众人都拿点，大家风险都担，利益共
享。”

合伙入股，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与耿遵珠
的个人经历也有密切关系。

“我净干合伙的买卖，收粮食是俺三个合
伙，开收割机是俺四个合伙。”让耿遵珠感到
骄傲的是，他的合伙买卖从来没有失败过，
“合伙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闹过乱子，要是净
赔钱，或者分账闹臭了，老百姓就不相信咱
了。”

农村合伙买卖最难干，耿遵珠为何能屡屡
成功？他说：“以诚待人则无人不信，以诚处
事则无事不可，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有这三
句话，带着一颗公心，这事儿的成功几率就大
了。”

开收割机的时候，耿遵珠是老大哥，他叫
两个小的管钱管账，自己只管干活。他和耿遵
涛轮流开车，“四个人里头，属我最小，中午
最热的时候，他上去多干两小时，让我多休息
一会儿。”耿遵涛说，驾驶室里的温度高达40
度，一桶凉水，很快就让耿遵珠喝净了。

当上全村的带头人，耿遵珠不改本色。村
里的开支，他精打细算，“既不向老百姓敛
钱，又不能给村里拉账，还要往前干事，跟立
个家一样，日子过得紧。”村里的八人理财小
组，每月都立账，花哪些钱干的啥事，账目都
清清楚楚。

2012年，耿店村最早的两栋住宅楼完工，1
号楼一单元东户没人愿要，“门头遮阳光，靠
近婚宴大厅，噪声大。”耿遵珠听了，立马站
起来：“我要这个东户，阄俺不抓了！”2015
年，耿店的新农村建设交房，大伙儿都不想要
五楼，分楼一度进行不下去。耿遵珠让出自己
的一楼，搬上了五楼。在耿遵珠的带领下，村
干部全部主动认领了顶层楼房，很快五楼就分
完了，“没了五楼，再抓阄，就抢了！”

耿遵珠合伙买卖零失败的纪录仍在延续：

2010年，单合作社、菜市场和育苗场分红增股
就有70多万元。

耿店蔬菜合作社的第一次分红，赵玉国印
象深刻：“在蔬菜批发市场，墙上挂着‘绿冠
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分红大会’的横幅，现场
挤满了菜农和股东，市农委、县农委的领导也
来了，一个老太太，拿着一把现金在点。”他
轻按快门，把这幅画面定格了下来。

“耿店的今天是掉泪掉来的”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
标，耿店村的发展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用耿遵
珠的话说，“这些年耿店发展不孬，是一步步
作难下力过来的。”

耿遵涛觉得，耿遵珠这些年最大的一个变
化是掉泪掉得多了，“开收割机那会儿，他有
时也会着急上火，但从来没见掉过泪。”

掉泪都是作难的时候。2013年冬，一连下
了八场雪。积雪将育苗大棚压塌，50万棵菜苗
毁于一旦。“已经和人家签了供苗合同，马上
就栽苗了，这下全给毁了，咱上哪儿弄这么多
苗去？”耿遵珠的眼泪当场就控制不住了。

耿店村的住宅楼宽敞明亮，在建设过程中
同样浸透着耿遵珠的泪水——— 开发商偷工减
料，发现的时候车库已经建了起来，“房子是
老百姓凑钱建的，好几百万，出了问题，上哪
儿弄这么些钱去？”

难极了，耿遵珠也想不干了，不过，这样
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往小了拉，咱弄得半
半路路算个啥？对自己没个交代；往大了拉，
全村老百姓怎么办？正干着咱要下去了，给老
百姓落个什么话？”耿遵珠说，还得继续奋
斗，“顶着头皮也要干下去。”

苗毁了，耿遵珠来不及擦干泪水，喊上耿
传喜，上寿光、青州找苗，寿光、青州的苗不
够，耿遵珠和耿传喜又到河北，正好那边棚
多，苗用不了，育苗场躲过了灭顶之灾。房子
建的不合格，耿遵珠和开发商据理力争，在领
导的支持下，扒了重建，最后把合格的楼房交
到了村民手中。

耿遵珠说，当上村支书后，不知掉了多少
次泪，“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耿店的今天是
掉泪掉来的。”

“不能一夸奖就找不到北了”

在贾寨镇的评比中，耿店村一直稳居第
一；耿遵珠享受副科级待遇，一个月工资四千
多……尝遍酸甜苦辣，一个个荣誉，代表的是
对耿遵珠努力的认可。

耿遵珠最享受的，是心底的那股自豪感。
每当他骑车从贾寨回耿店，看到村里的楼房，
这种自豪感就会从心底涌出，“叫老百姓住上
了楼，一想到这儿心里就格外高兴。”耿遵珠
跟人开玩笑，“六百年的村庄，让我翻了个底
朝天，盖上楼了，再下去两三代，说哪个爷爷
盖的楼，得说到我。”

成绩属于过去，耿遵珠不敢在喜悦中停留
太久，他不断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再发展我
也不能头脑发热，不能一夸奖就找不到北了，
一夸奖明年后年一塌糊涂了，昙花一现，那可
不行。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发展，还是要想法叫
老百姓增收，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样才能把
耿店打造成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下一步我们村要往高大上的方向发展，
小区完善起来，亮化美化，路修起来，大棚提
档升级，上些智能温室，搞无土栽培。种菜发
展不发展，重点在销上，市场必须要做好，弄
上检测中心，把质量提上去，打超市创牌子，
这叫供给侧结构改革。”耿遵珠兴奋地描绘耿
店的未来蓝图，他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我们还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合伙入股是耿店村发展的一个法宝。蔬菜批发市场、蔬菜合作社、育苗场、生态园、大棚餐厅……耿遵珠领着村民合伙伙
入股，栽下一棵棵摇钱树。农村合伙买卖最难干，他为何能屡屡成功？他说：“以诚待人则无人不信，以诚处事则无事事不
可，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有这三句话，带着一颗公心，这事儿的成功几率就大了。”

耿遵珠：一颗公心带富全村
□ 本报记者 王建 王兆锋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赵玉国/摄影
耿遵珠在大棚查看黄瓜长势。

耿店村的
大门口。

村里的大路
两旁绿树成阴。

鸟瞰耿店村
整洁漂亮。

村里现代
化的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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