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村扶贫干部，更懂得什么是家国情

怀、使命担当，什么是冲锋在前、主动作

为，因为他们在基层一线感受着最丰富的

社会百态、体悟着最难得的人生历练。

刘 峰

干好驻村工作，要突出党建引领，

抓支部带支书，巩固扩大脱贫成果，充

分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解决“谁来干”的问题：抓班子建

设，增强凝聚力。当前，村里的工作重担

主要落在“三大主干”身上，就是支书、

主任、文书。作为第一书记，就得重点加

强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支持好他们的工

作。他们三个心齐，能干事，影响带动村

干部心更齐了、劲儿更足了。

解决“靠谁干”的问题：抓党员管

理，培育示范力。注重教育引导，增强

党员意识，激发大家的自豪感荣誉感。

加强规范管理，发挥特长优势。认真落

实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基本

制度。组织帮带活动，开展争先创优。

组织党员参加“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让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分包联系贫困

户，进行“点对点”帮扶。

解决“干什么”的问题：抓产业发

展，提高带动力。我和村“两委”一班人

反复商议，梳理了“短中长”相结合的

产业发展思路。短期发展小龙虾、黄粉

虫和香菇、蔬菜。中期发展软籽石榴和

糕点加工业。长期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产业。

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抓支部引

领，提升组织力。主要是用好“四招”：

靠学典型长见识。组织开展“近学张河

村、远学西辛庄”活动。靠办实事得人

心。修路、铺下水道、改造电网、安装

路灯、绿化街道、建幼儿园等，把这

些露脸的事让支部去做，让群众感到

党组织就在身边。靠搞服务聚人气。

开展免费义诊、送戏曲下乡、送春联

送祝福等活动。靠廉洁自好立威信。

农村涉及征地拆迁、拆旧复垦、政策

补贴等项目资金比较多，村干部不贪

不占是第一原则。

刘峰，现任省委组织部研究室调
研员。 2017 年 11 月任淅川县九重镇
武店村驻村第一书记。

党建生根 拔掉穷根

回首驻村时光，深切有感于农民的

淳朴与可爱、政策的伟大与正确、前景的

美好与可期。放眼未来，只要不忘初心、持

之以恒，纵然岁月清寒，定当花香蝶来。

郭 慧 轩

务实重干践初心 当好山村扶贫人

驻村伊始，面对种种困境，我的思

路是“治穷必先治乱，治乱先抓党建”，

真正把村子当家乡，把村民当亲人，把

村干部当老师。慢慢地，群众愿意和我

拉家常、说心里话，人头熟了，情况明

了，思路也逐渐有了。

“三有三带”建班子。以“三有三

带”为标准选准选好村支书和其他“两

委”干部，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降至

37岁，每个人都“懂电脑、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

以身作则带队伍。换届以来，我和

“两委”班子说得最多的是这两句话：

“你们好好干，我来当后盾！”“最难啃

的硬骨头交给我！”平时注重利用“三

会一课”，组织学理论、学政策、学技

术，提高班子的综合素质和带富能力。

定期组织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向年

轻村干部传授工作经验。

多策并举兴产业。结合村情实际，

团结带领全村群众重点培育发展五大

产业：一是种植养殖，利用山区优势发

展栀子、无籽石榴等林果药材 200 多

亩，发展规模养殖。二是产业扶贫，创

办扶贫车间，引进玩具公司，带动群众

家门口就业。三是光伏扶贫，建成光伏

电站，村集体年收入 15万元，全村贫困

户每户每年增收 3000元。四是生态扶

贫，以 3800亩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为

契机，规划建设以公主湖为核心、“三

季有果、四季有花”的生态观光林果基

地，打造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生

态旅游名村。五是就业扶贫，举办就业

技能培训，150余人通过培训获得了一

技之长，找到了就业门路。

法德双治促和谐。发挥政法干部优

势，帮助制定村规民约，挑选典型案例入

户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学法尊法守

法用法。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刘家岗村发

生了由乱到治、由穷到富的可喜变化。

郭慧轩，现任市委政法委研究室
主任。 2017 年 11 月任镇平县玉都街
道刘家岗村第一书记。

面对困境，坚持纲举目张，把带

强“书记、班子、队伍”作为解决难

题的突破口，通过抓学习、抓工作、

抓制度、抓服务，带动和提升村党组

织活力和战斗力，让党建示范村名副

其实、再添新彩。

注重在真帮实带中使支部书记的

带头作用强起来。从“三帮一带”入手，

督促支书带头学习，请规划设计团队

制订乡村振兴规划，落实“四议两公

开”，打造“阳光”村务。支部决议、党员

议事、村民议事等形成制度化，过去重

基础设施建设轻党建、重项目轻群众

工作的态度明显转变，抓党建促发展

的意识更强了。

注重在强基固本中使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强起来。抓学习强思想。结

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形式，组织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结合村现有产业，组

织专业知识学习；结合村发展规划，组

织到周边考察美丽乡村建设。抓阵地强

责任。发挥党群服务中心党务、村务、服

务“三务合一”的阵地功能，为群众办实

事。抓工作强本领。利用村里争取的建

设项目，要求每人靠上一个村内建设项

目，明确责任分工。

注重在促进发展中使党员队伍的

示范引领作用强起来。强化党员意识，

通过优秀党员评选等，使党员发生从

“心动”到“行动”、“坐着看”到“起来

干”的转变。强化日常管理，制定党员

“设岗定责”一览表，管理规范化。

注重在凝心聚力中使党员干部的

为民服务作用强起来。设立多个建在

产业上的事务小组，形成有事好商量、

大众的事大众商量的良好工作局面。

成立多个便民服务小组，为群众提供

大病救助、结对帮扶等服务。“志智双

扶”树导向，组织开展“脱贫模范户”

“卫生光荣户”评选活动。

霍冉，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人事局干部监督处副处长。2017年 8
月任南召县城郊乡东庄村第一书记。

只有努力帮强支部书记，建强支部班

子，带强党员队伍，才能凝聚起脱贫致富的

强大内生动力，不断巩固党在基层的前沿

一线阵地，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霍 冉

抓支部带支书强队伍 聚人心凝合力促发展

第一书记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全 村 群 众 谋 幸 福 ，为 贫 困 乡 村 谋 振

兴。唯有倾情为民、踏实干事，才能干

出闪光的业绩，赢得信任与喝彩。

刘 富 伟

第一书记要切实发挥“支点”和“尖

兵”作用，善于抓支部带支书强班子，在

扶贫一线担当尽责、无私奉献，用扎扎

实实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紧紧扭住党建工作“牛鼻子”。建

强基层组织是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

其关键在于能不能推选一个有公心、

重实干、敢担当的支部带头人，能不能

调动基层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第一书记

的角色，就像农村说的“牛把式”，一方面

要拉好“缰绳”驾好“辕”；另一方面，还不

能抓得太“牢”管得太“死”，要借力使

力，顺应规律，在保证基层组织不出偏

差的前提下，逐步建好建强。

注重培育产业发展的“领头雁”。我

们结合村情实际，争取扶持资金 400多
万元兴建了香菇扶贫产业基地，目前已

达到 30多万袋种植规模。为了让群众

“旱涝保丰收”，建设了保鲜库和烘干

房，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条。贫困户纷

纷加入进来，香菇产业成为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的主渠道。

积极破解乡村治理时代“新课

题”。注重“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运

用，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

权，推进民主决策；成立村民管理委员

会，推行“干部包区、保洁员包片、门前

三包”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唤醒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自觉参与村庄治理；制定

村规民约，加强村民道德法治教育，初

步构建了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

牢守初心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这几年，每年我都要自己出钱救助孤

儿，看望困难老党员、患病群众等。大

家有什么困难事总说“找刘书记去”，

用实际行动叫响了“有困难找第一书

记”的口号。

刘富伟，现任市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党组成员、副主任。2015年 3月任唐
河县毕店镇凌岗移民新村第一书记，
2016年 6月转任淅川县大石桥乡郭家
渠村第一书记。

以扎实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第一书记是什么？是沉下去燃烧

青春的激情与活力；是专下心和乡亲

们促膝长谈的浓浓乡情；是干实事让

贫困户脸上绽放笑容的坚定信念。

褚 英 华

沉下身子、融入群众是当好第一

书记的前提。大多数第一书记一直在

机关单位工作，对如何处理“三农”事

务没有太多的经验，一定要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带着爱心到村工作，做到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民有所难我必有

解。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一定会遇到各

种难题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

雪中送炭，提供必要的帮助，当好他

们的顶天柱。

创新机制、建强组织是当好第一

书记的首责。开展“三带五联”活动，形

成一户得荣誉、全组都光荣，一户出问

题、全组有责任，一户不脱贫、全组有

压力的共进共退联合体。以清正廉洁

提升凝聚力，第一书记要注重发挥自

己的人格魅力，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支

部一班人，带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以建章立制提升执行力，通过组织开

展“党日”活动、到先进村考察学习等

多种方式，帮助党员干部转变观念，解

决“散、懒、松”等作风问题，完善各项

制度，营造用制度管人、制度议事、制

度干事的良好氛围。

不胜不休、真抓实干是当好第一

书记的保障。稳固发展林业花卉苗木、

干鲜果种植两个扶贫产业基地和珑森

木材加工、小饰品加工两个扶贫车

间。对在家闲散贫困劳动力，分层次

全部介绍安排进入村产业扶贫基地和

扶贫车间就业，达到了人均 1500元的

月收入。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增加村集体收入。协调资金 500 万

元，硬化整修水泥路，投资 50余万元

建设了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和文化广

场，投资近 10万元，为不通自来水的贫

困户和整个柳树沟组安装了入户管

道、供水设施，极大改善了群众的生产

生活条件。

褚英华，现任内乡县交通运输局
农村公路管理所师岗中心养护站站
长。2017年 11月至今，任马山口镇李
井村驻村第一书记。

沉下去 专下心 干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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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一 支 永 远 不 走 的 工 作 队
— 全 市“ 怎 样 当 好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研 讨 会 优 秀 论 文 选 登

驻村感言
把群众当亲人，为群众谋幸福，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是驻村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驻村这三

年，我深切体会到，只有不忘初心，俯下身子为群

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驻村第一书记 雷清松

农村工作的千头万绪、农业工作的千差万别、

农民群众的千言万语，考验着我、教育着我、警醒着

我、锻炼着我、激励着我。作为第一书记，只有满腔

热情、富有激情、充满活力地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干

好，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这份信任、无愧于

这场历练。

——内乡县师岗镇曹营村驻村第一书记 谷志君

“驻村”不仅要身住，更要心驻，要真正融入农

村、融入群众；“第一”是要冲在最前面、作表率；

“书记”不是要去做官，而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淅川县毛堂乡老沟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春旭

第一书记是个责任活、良心活。只有沉下心、

扑下身、扎下根，树立有解思维，务实重干，用自己

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才能不负组织

不负民、不负韶华不负心。

——唐河县桐寨铺镇周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叶伟杰

群众是社会的基石，第一书记要牢记党的宗

旨，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

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心关注群众疾苦。通过

持续的真心帮扶，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群众就会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社旗县桥头镇王坊村驻村第一书记 孟 浩

驻村两年，只有奋进，从无退缩；只有甜蜜，不

言苦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担起的是脱贫

攻坚特殊使命，把青春献给那片可亲可爱的黄土

地，献给黄土地上的那些质朴、纯真的农民，我无

怨无悔！

——社旗县郝寨镇红庙村驻村第一书记 申 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担当。努力把小事

办实、把急事办妥、把难事办好、把大事办成，练就

敢于担当的铁肩膀，成为攻坚克难的多面手。闪

闪繁星下，袅袅炊烟中，我们是群众的贴心人。

——方城县独树镇扳井村驻村第一书记 赵 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驻村工作干的是

奉献至上，为的是百姓小康。要走就走康庄道，要

迈就迈奋进蹄，拿出“钉钉子”精神，下足“绣花”功

夫，倾尽扶贫“一腔热血”，换取脱贫“一片丹心”。

——邓州市张村镇堰子王营村驻村第一书记 金 鑫

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的奋斗目标。担当作为，鼓足干劲，勇

争先进，激扬青春，把汗水洒在希望的田野上，在

希望的田野上印证初心。

——宛城区溧河乡陈官营村驻村第一书记 安 宁

第一书记是桥梁，是纽带，让党放心、让群众

满意是工作的目标。只有牢记初心使命，扑下身

子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才能树立和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

——卧龙区潦河镇梁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孙文兴

支部有力量，脱贫才有希望。作为第一书记，

一定要牢记抓好党建的“第一责任”，始终把班子

建设、队伍建设记在心上、抓在手上，为贫困村留

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内乡县夏馆镇吴岗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 衡

只有踏遍基层的“泥土”，才能懂得群众的“疾

苦”，才更能明白扶贫的初心和使命。作为第一书

记，最大的成就是群众认可，最大的快乐就是农民

增收，最大的满足就是村庄变美。

——桐柏县吴城镇王宽店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海根

只有秉持真心为民的责任、实干成事的决心和

矢志不渝的坚守，不忘初心，敢于担当，才能不辜负

党和人民赋予驻村第一书记的历史使命。

——淅川县金河镇石井村驻村第一书记 袁 耿

用担当诠释初心，用实干践行使命，在脱贫攻

坚第一线，发挥第一作用，扛稳第一责任，挥洒青

春汗水，书写精彩人生，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

期盼！

——新野县沙堰镇车湾村驻村第一书记 吕珍阳

驻村第一书记要有不破楼兰誓不还的信心，

要有担当勇为的决心和信念，要有克难攻坚的恒

心，方可在脱贫攻坚的宏伟实践中，完成使命，有

所作为。

——方城县古庄店镇古屯村驻村第一书记 晋广海

核心提示
驻村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广大驻村第一

书记牢记职责使命，勇担重任，通过抓支部带支

书，从建强基层组织入手，帮助村党支部书记提升

能力素质，引导党员干部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以扎实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打造了

一支不走的工作队。为深入挖掘和总结宣传广大

第一书记精准扶贫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激发

驻村第一书记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热情，市委组

织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怎样当好驻村第一书

记”主题征文活动。在此基础上，8 月 13 日，我市召

开“怎样当好驻村第一书记”研讨会，获奖驻村第

一书记代表在会上作典型发言，本版今日摘编刊

登部分驻村第一书记优秀论文及驻村感言，以供

大家学习借鉴。

怎样当好第一书记？首先，要解决

“为什么”的问题。我曾自问：是什么让

你这个所谓的“城里人”融入这片土

地？驻村实践坚定了我的答卷：是“听

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引领，是忠诚履

职、奉 献 担 当、迎 难 而 上 的 坚 定 信

念……能响应总书记号召，与脱贫攻

坚这一光荣又伟大的新时代重大历史

任务同期、同步、同行，这就是幸福。

其次，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有

为方有位，体现在工作中就要做到“三

到”。第一，身到。驻村以来，我同工作队

员严守驻村纪律，工作中身先士卒冲在

前。第二，心到。用真诚换来相互尊重，与

村“两委”干部彼此包容团结协作。第三，

情到。全村 55户贫困户，每家困难不同，

要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帮扶，就必须设身

处地为他们着想，用真情去工作。

最后，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第

一，强思想之基，忠诚履职促党建。借

助党建活动载体，凝聚发展合力，不断

增强支部的战斗力。第二，强担当之

责，干事创业见实效。2018年，蔡庄村

成立了唐河县旺群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建成 210亩黄桃基地；利用第一书

记专项扶贫资金 30万元，建成总面积

3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及配套设施，由

雅鑫制衣车间租用；财政投资 150 万

元、面积达 1500平方米的大型车间已

竣工投产，将给全村数十人带来就业

机会。第三，强发展理念，为民办事促

发展。2018年，争取 450万元的整村推

进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全村整体面

貌焕然一新。第四，强信念之基，“志智

双扶”赢未来。在村部开办国学小讲

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连续举办两届蔡庄村春

节联欢会；购置设备、服装，组建蔡庄

村业余剧团和广场舞队，协调艺校师

生做辅导老师。

彭叶，现任南阳文化艺术学校教
务科长、语文高级讲师。2017年 11月
任唐河县源潭镇蔡庄村第一书记。

只要我们驻村干部都能用行动去

践行“为什么”“怎么做”“做什么”这三

个问题的答案，就一定能创造出人民

幸福、乡村振兴。

彭 叶

扶贫路上共追梦

统筹：李恒德 周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