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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鑫

雪中送炭解民忧 精准扶贫拔穷根
枣庄学院派驻山亭区徐庄镇水城子村第一书记

李中军

我所在的水城子村由3个自然
村组成，村庄三面环山，全村236户、
1172人，党员31名，60岁以上党员15
名，约占全体党员的50%，村“两委”
成员4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全村
耕地900余亩、荒山5000余亩，村民
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和种植花椒，
部分村民有养猪、牛、羊的经验。
摸民情，谋思路

“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入村后，我先后到退休支部书
记、支部委员、老党员、群众代表、致
富能手、 贫困户家中走访座谈， 征
询他们对村庄发展的建设意见、 发
展思路。 经过近一个月的深入走访
和实地考察， 梳理出以下问题： 一
是村内道路弯曲泥泞， 晴天一身
土， 雨雪天一身泥， 村民急切盼望
能解决村内行路难问题； 二是党员
群众对村“两委” 的工作不太满
意， 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没能有
效发挥； 三是部分养猪户在村内养
猪， 村内环境脏、 乱、 差， 影响了
村民的生活。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
的第一步， 基于以上问题， 我决定
通过一手抓村级“班子”建设，一手
抓户户通建设等民生工程， 来聚民
心、鼓干劲、树自信，彻底解决历史
遗留的老大难问题。
抓党建，强班子

“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是做好村级一切工作的基础。 一是
调整班子。抓住“
两委”换届契机，选
举工作热情高、 致富带富能力强的
村党支部书记；推选3名村级后备干
部，平均年龄46岁，进一步加强村级
后备力量建设。二是培训提升。通过
每月定期召开2至3次“两委”会，着

两委” 成员在产业项目发
重加强“
展、依法合规使用资金、风控管理、
十九大精神宣贯等方面进行联席培
训；通过到临沂周家庄村和田庄村、
山亭温庄村等地考察美丽乡村、到
市中区西王庄、 江苏丰县等地优秀
产业项目，使“两委”成员开眼界、长
见识；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戴党徽、
挂党员之家门牌等活动， 进一步提
升党员党性修养， 打造了一支能干
好村级事业的强有力队伍。 三是建
章立制。 在山亭区省派第一书记党
支部的领导下， 水城子村已建立村
级党建工作制度、议事制度、财务管
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会议制度、
资产管理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等八个方面比较完备
的村级管理制度体系， 为两年党建
和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制
度基础。
重发展，助增收

村里有钱， 各项事业才有物质
保障。一是发展光伏产业项目。根据
村里精壮劳力外出打工多， 留守人
员多为妇女、老弱病残的现状，经与
村“两委”反复协商、多次考察，投资
51万元， 在活动场所房顶和贫困户
房顶院落建设了98KW的分布式光
伏项目，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6.4
万余元。按照光伏电站的使用寿命，

可持续为村集体增收20—25年。二
是修建种植大棚。 投资10余万元在
村集体土地上建设了2余亩大棚，并
租赁给村里的致富能手， 每年可为
村集体增加收益1万余元。通过以点
带面，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改变村里单一的种植结构。 三是合
理利用扶贫资金。 为合理使用扶贫
资金，经扶贫部门评估，投资10.28
万元入资镇翼云湖项目， 每年增加
村集体收益近万元。截至2018年底，
通过光伏发电、种植大棚、入资分红
累计获得年收益8万元以上， 为22
户、47人贫困户分红4.2万元， 为贫
困户脱贫提供了源头活水。 同时利
用项目收益分红、到户帮扶、富民生

产贷、教育帮扶、提供公益岗位、贫
困残疾人养殖山羊、医疗补贴、孝善
养老、邻里互助、危房改造、低保五
保等措施， 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
5000元以上，2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办实事，解民忧
“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先
解决群众盼望已久的事情， 把民生
工程建在群众的心坎上， 把帮包资
金花在刀刃上，要做到“雪中送炭”，
这是我入村以来一直的想法。 一方
面，解决群众行路难问题，修一条通
往民心的路。 积极对上协调争取资
金100万元，在区交通局的全力支持
和省派第一书记临时党支部的领导
下，对道路进行整体规划，画出规划
图，计算硬化面积，整修路基，协调
群众矛盾，严格招投标手续，经过6
个多月高标准完成了16000多平方
米的水泥路硬化，达到户户通标准，
把路修到群众的心上， 群众脸上露
出笑容。另一方面，解决村内环境脏
乱差问题，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在
枣庄学院的支持下， 派出专业老师
对村庄节点、 绿化及文体广场进行
设计规划，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和
严格的招投标手续，投入50余万元，
对村内主要节点进行建设， 对村内
道路进行绿化， 修建4个文体广场，
开展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 现在
的水城子村的村容村貌与两年相
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群众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两年的
帮包工作已近尾声，“第一书记”是
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酸甜苦辣”
历历在目， 一件件事情仿佛发生在
昨天。 现在的水城子村， 环境更美
了， 人心更齐了， 未来更令人憧憬
了。 我们将始终牢记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
阶，用实际行动，保持党员形象，不
忘初心，继续前行！

青春，不惧山高路远
履 机电工程学院
只要我们都选择奋力前行，我们
终会成为自己的骄傲， 彼此的骄傲，
这个时代的骄傲！
—记
——

五四青年运动纪念一百年。 再
回首， 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凌云壮
志。 多少青年的壮志豪情， 谱写
了一曲这样世代传颂的壮歌。 我
以为无论怎样形式的传承五四精
神， 都再也无法铸就那样经典的
青春。 因为这样祥和美好的新时
代没有那样的硝烟， 我们不需要
以生命来缔造经典。 直到我在疆
工作的学生和我说， 他们的办公
大厅每天都可以看到距离脱贫攻
坚战的倒计时， 我开始深切体会
到， 总书记说的那句， 这是一个
建功立业的新时代。 我们在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做着具有历史意义
的日常。 每一天的存在， 都是那
样的充满力量。
枣院官微上一篇篇支教日记写
的是那样的细碎美好的时光， 越发
让我觉得南疆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地
方， 承载了无数青年美好青春回忆
的地方。于是，又采访了我的三位在
疆工作的学生。 采访结束的时候忍
不住整理了这篇文， 用以纪念我可
爱学生的青春。

焦成冉

选择南疆，最美青春

我们都是太阳底下最光辉滴人

机电学院2017届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 修福欣。新
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兰干镇人民政府。
毕业当年因为考虑到母亲需要照顾
放弃了去喀什的选择。半年后，通过
社会招聘。去了喀什。这一次带着母
亲举家搬迁。福欣告诉我——
—
感谢母亲的支持， 随我远行，伴
我书写这最有价值最动人的青春。入
疆后我领略到了不一样的风俗，体会
到了时差的变化，感受到了别样的民
族文化，让人沉迷。然而，不长时间的
工作也让我体会到，南疆如果要脱贫
要发展，就必须帮助那群热情可爱的
人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新思想，新理
念，过上现代生态文明新生活。
我想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应该是
看着更多的可爱的小朋友走进双语
学校， 听到那略带方言味道的“你
好”，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尽管这
都是国家的惠民政策， 但是我能参
与其中，尽一份我自己的力量，将至
之落到实处给这么多人提供帮助，
甚至可能改变一些人一生的命运，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漫长的人生，其
实只是瞬间，但我想，青春能这样度
过，决不后悔。

机电学院2017届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专业毕业生。朱凤仙。现工作
于新疆叶城县咯格勒克镇人民政府。
毕业那年，这个让我
“
头疼”了四年的
学生和我说， 老师我去新疆能行不，
能要我我就去。一个最让人意外的选
择。其实直到朱同学和我汇报工作之
前，我都觉得他还是那个
“
不靠谱”的
小青年——
—
说实话， 在喀什的日子是很辛
苦的，但是，作为一名新到的基层工
作人员我以此为荣、与有荣焉。捷克
教育学家夸美纽斯说“
教师是太阳
下最光辉的职业”，在基层，在南疆，
我认为每一名基层干部都是最光辉
的人。
在此期间一位同行的干部曾开
了一个这样的玩笑，他说“
如果有来
生，我不做你的恋人，不做你的朋友，
不做你的亲人，我只愿成为你的贫困
户。 这样你会关心我的衣食住行，我
的温暖冷否， 刮风下雨你会来看我，
感冒生病你会来关心我，你会亲切的
问我， 最近怎么样， 冷不冷、 热不
热???”我想，对于一名基层工作者，没
有比这句话更美好的赞美。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是光荣

的，同样是辛苦的。任何政策的落实，
任何决定的切实实行都离不开基层
党组织、基层干部的辛勤工作，我们
才是真正的政策推动实行者。同样这
种荣光之下的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
没有任何推脱的借口无理由，只有把
群众的事当做自身的事来做才应是
我们唯一的行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面对新的历史任务，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才是我们应有的觉悟与
思想。
扎根南疆，无悔青春

机电学院2017届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 郭国勋。新
疆喀什市莎车县墩巴格乡人民政府，
国勋毕业那年选择了赴疆。一个大家
族的大哥哥，从小因为家庭贫困甚至
贫困的滋味，深知那样的家庭，那样
的孩子最需要什么。 所以毅然决然，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国勋告诉
我——
—
我们办公大厅的电子屏上显示
“
距离2020年12月31日打赢脱贫攻坚
战还有608天”， 每天上下班都会看
到，心情和当年看到高考倒计时是一
样的：要努力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忙碌的，细碎
的，也是充满了感动的，那种感动或

许是因为一个贫困家庭不再因为贫
困而放弃让自己的孩子求学，又或许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知识终
将会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又或许是
当地人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份内的
工作真诚的说一句谢谢。
在南疆，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存
在的意义与价值。我的女朋友因我的
选择一路追寻我而来， 考取了教师
编。我想或许这边是所谓的扎根南疆
了吧。600多个日夜之后我们将结束
这样的战役，无数次我想过，我要留
在这里，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我要去
考在职研究生，毕业后申请参与沙漠
治沙项目。
青春，不惧山高路远。几位同学
与我的分享稿读了好多遍，竟不由得
升起几分羡慕，他们曾是我可爱调皮
的学生， 而今是如此让我骄傲的学
生，又是让我如此钦佩的学生。不禁
感慨，是怎样的幸运让我与如此这般
的学生师生一场。
奋斗， 是青春最绚丽的底色。青
春需要我们自己书写，华章需要共同
缔造。我想，在这样的新时代里，只有
我们彼此都不辜负自己的青春，我们
的祖国才能前行的更加有力量。只要
我们都选择奋力前行，我们终会成为
自己的骄傲，彼此的骄傲，这个时代
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