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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面子”做实“里子”为民生默默耕耘
枣庄学院派驻山亭区徐庄镇涝岭村第一书记——
—宋建修
涝岭村隶属于枣庄市面积最大
的乡镇、典型的山区乡镇—徐庄镇。
村庄位于徐庄镇政府驻地西部约7
公里， 是徐庄镇人口规模最大的行
政村， 辖6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
两委”成员6
全村622户、2920人；村“
人，小组长8人；全村共有党员70名，
其中60岁以上的党员52名；2015年
精 准 识 别 贫 困 人 口 77 户 、259 人 ；
2017年初第一书记到村时还有31
户、80人。村情可以概括为“三多三
少”。一是村庄病残人口多、青壮年
劳动力少。2015年精准识别的77户
贫困户中，因病因残71户，四级以上
残疾人77人，一、二级残疾人42人。
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多集
中在临沂、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家
中留守的多为老弱妇孺。 二是历史
欠账多、可用资源少。涝岭村是穷山
村，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欠账大。6个
自然村中，仅有2个吃自来水、3个吃
山泉水、还有一个吃水难；电网改造
还有4个村没完成； 村内道路还有
40%的没有硬化，近2公里出村路也
需要硬化，群众期盼整修生产路。村
庄农田基本建设缺乏规模化， 特色
产业也不明显；村民靠玉米、小麦、
花生，板栗、花椒等传统作物种植的
作为收入来源；村集体无土地，无资
产，也无可用资源、更无收入，发展
举步维艰。三是制约因素多、发展办
法少。涝岭村村情复杂，因村庄整合
力度较大、导致村干部之间、行政村
与自然村之间、自然村之间、村民与
支部等产生的矛盾较多。 特别是近
年来，因村内道路安全事故问题，多
次被村民告上法庭； 村庄信访量位
居徐庄镇首位， 其中进京上访就多
达十几次；对村庄如何发展，镇村干
部也是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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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调研确定
帮扶工作思路

按照省委组织部的统一要求，
第一书记2月21日抵达山亭，在处理
完第二轮帮扶村扫尾工作后， 便开
启了新一轮两年的驻村帮扶工作。
通过前期认真地走访调研， 全面摸
清了村情民意， 掌握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发展、党员队伍、贫困户
等情况， 明确了两年帮扶工作的四
大重点任务。
抓党建凝心气。抓党建、促脱贫
是第一书记肩负的神圣使命。 驻村
伊始， 按照支部抓党建促脱贫双轮
驱动的要求，第一书记立足村实际，
确立了“
抓班子、强学习，建制度、转
作风”的思路，坚持把打造强有力的
“村两委”班子作为抓手，以此把全
村党员团结在支部周围， 把党员干
部盼望加快发展、 盼望致富脱贫的
心气、干劲凝聚起来，打造一支强有
力的驻村帮扶突击队。
理路子提士气。驻村伊始，按照
支部要求，结合上一轮帮扶经验，坚
持以调研走访摸情况为先。通过近3
个月的调研走访， 对村庄基础情况
有了细致的了解，经与村“
两委”、党
员干部磋商， 制定了两年帮扶工作
规划。初步确立了“抓党建凝心气、
理路子提士气、抓基础聚民心、兴产
业促发展”的路子。通过抓党建，建
设一支战斗力强的村级班子和党员
队伍，保障各项工作推进；通过完善
村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 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提振群众脱贫致富
的信心；通过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为
贫困户和村集体增收致富打造一个
金饭碗。力争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
为大家建设一个村强、民富、文明和
谐的新涝岭。
抓基础聚民心。 在村党员大会

和群众大会上， 第一书记就提出了
两年要完成的“六大工程”。道路硬
化工程： 实施好前鲁至虎子口道路
拓宽硬化、前鲁至水门口、崩里至涝
岭主次干道硬化，建设生产路，力争
实现村内硬化道路户户通； 人饮工
程：完成后鲁自然村人饮工程建设，
解决吃水难问题；农网改造工程：完
成3个自然村电网升级改造； 教育
扶贫工程： 依托学院， 发动个人一
切资源， 对涝岭小学进行帮扶， 配
备体育器材、 书籍， 开展支教帮
扶， 争取“阳光午餐” 项目； 文化
大院提升工程： 实施好村庄文化大
院建设， 为村民提供信息化学习环
境； 实施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建
设文体广场， 实施村绿化、 美化、
净化， 全面优化人居环境。
兴产业促发展。 确立了“短长
相结合、 多元化脱贫” 的路子。
短， 即以扶贫车间为主， 发展服装
代加工， 促进贫困户和村集体增收
尽快增收； 长， 以光伏扶贫电站为
辅， 通过国家兑现电费补贴， 保障
贫困户和村集体能够持续不断地增
收。 多元化， 就是根据贫困户的情
况，量身定制山羊养殖、无刺花椒品
种改良等个性化措施， 为贫困户提
供多样化脱贫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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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得险滩路
聚得民心来

民生是帮扶之基， 道路是民生
之要。涝岭村是典型的山村，辖6个
自然村，呈线性排布，其中前鲁、崩
里两个自然村， 人口占全村人口的
60%以上。两个村仅靠一条1.2公里
长、 不到4米宽的村村通道路通行。
其中前鲁村跨河段十分危险， 路两
侧是6米深的河道，由于缺少防护措
施，十几年来先后发生了7起车辆掉
入深沟的事故， 特别是雨雪天气更
容易引发事故。去年下大雪，一辆幼
儿园载有十几名孩童的校车， 差点
在这里掉进河沟。 村民对改造这段
路的愿望非常强烈。 第一书记驻村
后，在入村走访和村党员干部、群众
代表座谈中， 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
是这个问题。
民生需求 ， 就 是 工 作 动 力 。
群众的呼声、 诉求引起了第一书
记的高度重视。 他多次到现场查
看： 一位 70 多岁的环卫员老大爷
告诉了他几起车祸的情况， 几个
出事故的家庭， 仅医药费就花费
了几十万元， 让家庭背上了沉重
的包袱。 这些更让第一书记忧心

忡忡， 也更加坚定了必须改造这
段涉险路的决心。
决心已下， 落实才能更加有
力。 在下定了决心要改造这段路之
后，第一书记随即召开了村“两委”
会议， 专题研究虎子口到崩里自然
村道路改造事宜，在会上，大家一致
同意彻底改造好这条路， 让老百姓
行走得安心。得到一致意见后，第一
书记在第一时间请来了镇里的专
家，共同研究制定了道路改造方案。
根据道路改造方案， 采取分标段建
设的方式加快进度， 实施了两个标
段招标， 分别签订了施工合同。
道路改造方案敲定了， 招标程
序也完成了， 施工队马上要进场施
工了， 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第
一书记面前， 那就是“钱从哪里
来？”。 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
行”。 按照改造方案初步预算， 整
个工程需要32万元。 可眼前， 第一
书记兜里没有一分钱。 对第一书记
来说， 民事无小事、 时间不等人。
考虑到村民多年来改造道路的迫切
心情、 出事群众家人那种无助与无
奈的眼神， 特别是当前马上就要进
入雨季， 如果今年不能开工， 那就
只能推到明年。 但群众因第一书记
到村开会研究这个事情， 那种刚燃
起的热情、 刚热起来的心， 会因为
工程推迟又要凉了……这些深深刺
痛了第一书记的心。 改造施工刻不
容缓， 第一书记也决不能让群众的
心凉了。 于是就确定了边施工边筹
款的思路。
工程施工虽然顺利推进， 但为
了能更好地降低成本、节省资金，第
一书记和村两委也是多方筹措、开
动脑筋、费尽了周折。河道路面拓宽
需要大量土石方，如果从市场购进，
仅此一项就要13万元。 第一书记从
村干部口中得知， 本村入村口的山
体正在进行山体整治， 能够买到石
头。经过多方周折，终于与商家谈妥
以成本价购进。石头的问题解决了，
土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经与镇水利
部门沟通，商定了对河道进行清淤，
清理出的土方用于道路建设， 一举
两得破解了土石方的问题， 还比原
计划节省了5万元。
在工程正式动工那天， 两个村
庄的老百姓几乎都来到了现场，都
想亲眼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当他们得到确定的消息后， 大家都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在施工期间，几
乎而每天都有上百名群众到现场观
看， 并没有对施工造成的出行不便
发表任何不满或者怨言， 反倒是都

积极主动帮助工程队施工、 加快进
度。在历经了30多天的焦急等待后，
一条宽阔的道路展现在大家面前，
群众都自发地放起了鞭炮，满意、喜
悦的表情洋溢在脸上。 看到群众那
开心的笑容， 一个劲地拉着第一书
记和村干部的手说“这下可好喽，这
下可好喽，再也不用害怕了，下雨下
雪也敢出门了……” 在道路改造中
遇到的困难、挫折，受到的委屈、心
理的憋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第一书记和村干部在为群众
办实事方面， 真正兑现了承诺，
做到了说了算、 定了干， 让群众
信服， 以自己的辛苦付出换来了
群众的真心拥护。 这项工作既让
群众看到了第一书记给村庄发展、
给村班子带来的新改变， 又让群众
得到了实际利益， 更让群众对第一
书记两年帮扶工作， 对村庄发展有
了新的期待。

创新帮扶思路破难题

3 小车间里做出大文章
涝岭村是典型的山村， 村庄基
础设施欠账也较大， 产业是脱贫攻
坚的关键。通过入村调研走访，全面
掌握了村情民意。 可面对村庄发展
的现实困境，如何因地制宜、立足村
庄实际， 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
路径，实现富民强村、持续发展，是
第一书记驻村以后脑海中始终在思
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第一书记
很久，直到一天下午，在村委会旁边
的小学， 与一位30岁左右接送孩子
的农村妇女交流时，找到了灵感。据
她反映， 村里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同
志还有很多，都是因为孩子小，上学
早中晚都需要接送， 很难有整天的
时间工作， 没有人愿意接收她们短
期临时性打工， 也就被迫留在了家
里做了专职保姆。 她们也都有一定
的文化基础， 也想在家门口挣钱补
贴家用， 但现实无法为她们提供更
好的机会。一句“
第一书记们也想在
家门口挣点钱， 如果中午孩子能在
学校里吃饭， 那我们就有一整天的
时间了”。言者无心，听着有意。正是
这句话， 让第一书记苦苦思索村庄
产业发展路子的所有线索， 一下子
就理清了。于是，一个以扶贫车间为
主、光伏扶贫为辅，山羊养殖和无刺
花椒品种改良的多元化扶贫思路初
步成型。经过多次外出考察，与村两
委成员、 村老党员、 带头人等座谈

交流、 征求意见， 最终确立了这条
脱贫路子。
方向明确， 行动才能更有效
果。 涝岭村是典型的“四无” 村
（村无集体土地、 无可用资源、 无
主导产业、 无集体收入）， 而建设
扶贫车间需要解决土地、 孩子午
餐、 建设资金、 外部市场、 机械设
备购买、 运营管理等等一系列问
题。 面对村庄实际和扶贫车间建设
的诸多困难， 第一书记们坚持用发
展的眼光看问题， 用创新的思路、
统筹的方式、 积极的态度破解难
题， 在工作中发扬了“滴水穿石、
久久为功” 的精神， 不断拓宽视
野、 积极整合资源、 多方借势用
力， 推动了扶贫车间建设项目的落
地。 为了破解土地制约， 第一书记
们借助区里对养殖场进行集中清理
取缔的契机，对全村8家养鸡场、1家
养鸭场进行走访摸底， 并根据面积
和位置需要重点对村委旁边的养殖
户进行攻坚。 第一书记们发挥了村
委会和第一书记、 老党员等团队的
力量，既从大形势大环境要求出发，
又从现实养殖风险、 污染问题等实
际问题入手， 通过耐心细致的引导
与梳理， 终于做通了养殖户的思想
工作，使其同意进行产业转型，并签
订了土地租赁协议。 通过把村委会
旁边的闲置养鸡场盘活， 解决了扶
贫车间的主车间和餐厅、仓库、管理
房等设施建设无土地的问题。 有了
初战告捷的信心， 后续工作进展相
对顺利。在阳光午餐项目上，第一书
记们立足帮扶单位和第一书记个人
的资源，争取和实施“阳光午餐”项
目， 解决了贫困儿童午餐和家长难
有整天时间的难题。在市场方面，通
过积极联络， 利用第一书记个人同
学资源， 把纺织服装项目代加工车
间引了进来；此外，通过学院拨付的
资金和第一书记40万元产业扶贫资
金进行统筹，有效破解了购买机器、
改造车间的资金问题； 以村集体的
名义，与代工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暂时由村集体对扶贫车间进行代
管，在优先保证脱贫的基础上，确立
了贫困户、村集体、扶贫车间的分成
原则……等等。 通过第一书记们不
懈地坚持与努力， 终于拿下了扶贫
车间建设工作中的一个个拦路虎。
目前，已购置了69台机器，一期培训
了32名妇女， 主车间已于9月8日开
业，通过三个月的培训锻炼，工人们
逐步掌握了缝纫基本技术， 扶贫车
间正红红火火的进行中。
通过扶贫车间建设项目的推进
实施， 第一书记个人也有很深的感
触。第一书记在工作中，遇到困难、
问题，本人绝对不能泄气、泼冷水，
要学会团结带领村两委干部认真分
析研究解决的办法和对策， 既要多
给他们鼓励打气，壮声势，又要教会
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只有
这样，才能让村两委干部成长，提升
他们引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水
平，才能为农村发展、脱贫致富培育
好“
内生动力”。
四年的第一书记工作让宋建修
有了好多的感触， 看着红红火火的
扶贫车间、 一条条硬化的宽阔道
路、 方便老百姓生产的十几公里生
产路及清澈的山泉水库等一件件民
生工程， 他深深感到要做好第一书
记， 必须站牢群众立场。 要自觉做
到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 多做解民
困、 抒民难、 群众期盼的事情。 作
为第一书记要有“滴水穿石、久久为
功”的干劲，扑下身子、不折不挠，甘
于吃苦、干事创业，才能不负组织重
托和群众期望， 圆满完成扶贫攻坚
的光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