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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季节，豫东大地一派繁忙景象。

随便走进民权县程庄镇的一个村庄，

房前屋后，正在晾晒的刚刚收获的花生颗

粒饱满，又粗又长的玉米棒子闪着金黄，

让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蒋庄村村民杨金刚老人高兴地说，

今年秋季大丰收，村民们种小麦的积极

性也高涨起来了。你看，这才几天的功

夫，小麦播种已经全部结束了。

……

当地群众说，今年夏播以来，尤其是

在秋作物生长的关键期，豫东地区没有

下过一场透雨。多亏了今年镇里多方筹

集资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今年秋旱

时让全镇的庄稼有条件浇上水，也多亏

了全镇党员干部真心实意的帮扶，让全

镇的庄稼都能浇上水，所以，秋庄稼基本

上没有受到干旱的影响。

说起今年的庄稼，程庄镇党委书记

李启芳如数家珍，今年，全镇新打机井

79 眼，修建沟渠 40 千米。今年夏播之

后持续干旱时，全镇党员干部齐上阵，

和群众一起与旱魔顽强抗争，共提灌河

水 8 亿立方米，全镇近 10 万亩秋作物普

浇了 3—4 遍水，基本没有受到干旱的

影响，主要秋作物花生平均亩产达到

800 斤，玉米亩产超过 1100 斤，丝毫不

比往年差。

更可喜的是，庄稼丰收的同时，村民

们的气也顺了，党群干群关系也比过去

和谐了。

说起程庄镇的这些变化，该镇党委

书记李启芳感慨颇多。

李启芳告诉记者，过去，程庄镇党

委、镇政府也致力于为群众办实事好

事，改善了全镇三分之二的农田灌溉条

件，保障了惠民政策落实和资金的发

放，一条条乡村道路也变得平坦宽敞

了，每年为群众办的大事、好事、实事多

达 30 多件，投入也在千万元以上，可群

众仍然有意见，对党委、政府不理解，反

映问题，提意见时有发生，有时还出现

一些信访案件。一句话，事没少办，好

却没落多少。干部心里委屈，群众满腹

牢骚，两头都有意见。这一直是农村工

作的困扰。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让基层干

部的心渐渐明晰起来。尤其是总书记在

兰考提出，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做为

民务实表率，更是让他们找到了做好基

层工作的突破口。程庄镇在商丘市委、

民权县委的指导下，以转变干部作风为

切入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落脚点，党员

干部扑下身子，心贴心和群众交朋友，通

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措施，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精神，想群众之所想，干群众之

所需，急群众之所盼，脚踏实地为群众办

好事实事，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风

貌均得到明显转变。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程庄镇将“三求”、“三干”，作为检

验干部作风的“天平”。所谓“三求”：一

是求效，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

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群众富裕作

为第一目标，想事、论事、办事，视群众

利益高于一切。二是求实。注重实际

出思路，因地制宜探索推进经济增长的

新点子，想出帮农民群众增收增效的好

法子。三是求准。尊重民意，集中民

智，坚持科学发展。所谓“三干”：一是

实干，不做徒有虚名的“花瓶官”、混世

混 事 的“ 糊 涂 官 ”、好 逸 恶 劳 的“ 享 乐

官”。二是敢干。敢于抓住时机，科学

决断，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三是善

干。不断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规律，控

索新方法，寻求新突破。

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以焦裕禄同

志为标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 6 次来到程

庄镇看望群众，无论村头巷尾，他与群众

席地而坐，拉着群众的手嘘寒问暖，促膝

长谈，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

程庄镇党委书记李启芳将办公室和

工作地点搬到田间地头、搬到村头和群

众家中，带头和村民结亲戚、交朋友，为

群众增加收入出主意、想办法，被群众亲

切地称为“老李”。

镇里的干部告诉记者，全镇 54 个行

政村 104 个自然村，村村都有他的“亲

戚”、朋友，像杨金刚这样的老人他随口

都能叫上名字，知道家在什么地方，几口

人，地有多少。程庄镇毕集村、申集村在

申甘林带的边沿，清沙地，土地贫瘠，庄

稼产量不高。李启芳说服群众，鼓励村

党支部书记石海常带头发展绿化苗木种

植，并亲自为群众注册了苗木种植合作

社，目前，合作社面积已达 2000 余亩，参

与农户达到了 710 余户。

主要领导带了头，其他党员干部也

争先恐后。以前，干部下不下村，没人知

道；干好干不好，全凭一张嘴；落实的到

位不到位，主要领导不掌握。现在，农民

负担卡发放的怎么样？村便民服务站有

没有人值守？村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

困难户的生活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

镇村两级干部都能如数家珍，掌握着第

一手资料。

在最偏远的焦堂村，村内老少都夸

支部书记李振彬，群众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都当成大事来办，80 多岁的白玉兰老

人麻烦他多年，老伴去逝调整低保让他

在半路截了回来，立即代办好交到老人

手上。现在，程庄镇 54 个便民服务站推

广李振彬的做法，带动了全镇村级服务

站建设与服务质量的大幅提升。

截至目前，全镇干部进村联户结对帮

扶 800 余户，与群众结亲、交朋友 1.5 万多

人，当场解决或通过便民服务站群众难题

500余个，提供技术帮助 600余次，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干部作风转变，为各项工作带来新

气象。年初以来，全镇新上投资 1 亿元

以上的项目 1 家，500 万元以上项目 3
家，固定资产投资 2 亿元；解决各类疑

难问题 13 件，政风正了，民风顺了，社

会和谐了。

民权县程庄镇——

干部“心贴心”和群众交朋友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苏超 张诗河

民权县委书记、县长姬脉常（中）和程庄镇群众拉家常

华灯初上，一盏盏明亮的路灯如同一条灿烂

的银黄色丝带横梗在全长 12 公里的民权至程庄镇

故道大地上，景色壮观美丽。

民程路是民权县程庄镇 10 多万群众与县城联

系的主要通道，也是民权县联系兰考县东北部最

便捷的路径。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

劳务输出大镇，勤劳质朴的程庄镇人越来越多地

在民权县城、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城东区找到了工

作、找到了经商途径。民程路交通量急剧上升，一

到早晨或傍晚，车流不断。但是，由于夜晚光线不

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为了减少交通事故，改善交通条件，方便群众

出行返乡，程庄镇决定启动民程路亮化工程，并将

该工程作为 2014 年镇党委、镇政府向群众承诺要

办的 20 件实事之一，隆重向群众做出承诺。

“承诺不能开空头支票，晚干不如早干。”镇长

赵军说。春节刚过，赵军与党委一班人就完成了

路灯安装工程的规划设计及投资预算，亲自联系

路灯、线缆生产厂商、施工单位，在不影响质量的

前提下将投资压缩到最低，节约财政支出。4 月份

启动了线缆铺设与路灯桩基开挖、水泥墩浇注工

作；５月中旬投资 70 余万元，铺设线缆 24 公里，高

标准、款式新颖、崭新的 270 盏路灯硬件设施全部

安装到位。接着进行了调试运行。5 月 27 日，调试

完成，通电照明，一条宽阔明亮的乡间大道呈现在

世人面前。

在县城从事建筑工作的王庄村村民王耕社脸

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逢人便讲：“再也不用担心

摸黑回家了。”打工之余，他用一天时间写了一封

感谢信寄到镇长赵军的手中。他在信中说，党委

政府想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和他一起打工的工友

们、王庄村的群众对此事非常满意，希望路灯长

明，不要成为摆设。面对群众的担忧，赵军说，为

群众办事一定要办好、办实！请大家放心，镇里已

经专门安排了维护人员，路灯不但要亮，而且一定

会长亮。

“妈妈，李伯伯和赵叔叔又来了。”10 月

20 日，当民权县程庄镇党委书记李启芳和

镇长赵军再次走进再生障碍贫血症患儿胡

高源家时，小高源高兴的手舞足蹈，欢快地

告诉妈妈。

“几年前，俺儿子胡高源开始发高热，

全身出现黑、紫色肿块，后被确诊为 JMP 综

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全世界仅有

4 例，俺儿子也是咱们国家的首例。突如其

来的晴天霹雳让俺两口子不知怎么办，但

是无论再难，为了孩子能健康活下去，俺都

要咬牙坚持。”这是今年初李启芳首次见到

胡高源的妈妈张俊丽时听到的一席话，让

他记忆犹新、感动不己，不仅为孩子的病感

到震惊，更为这位纯朴的农家母亲面对困

难时的坚强而折服，他第一时间来到患儿

家探望，并结成帮扶对子，帮助困难家庭渡

过难关，像走亲戚一样常去探望，带去大

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和儿童食品，一些慰

问金，为张俊丽家又办了一份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安排民政所纳入特困群体进行救

助，每年按最高标准进行救济，仅年初就给

了 5000 余元。

今年 5 月份，在胡高源住院期间，为了

解决看病费用，他发动全镇干部职工和教

师为患儿进行了捐款救助，安排镇长赵

军、镇人大主任刘洪伟将 1 万余元款项送

到医院，同时，利用曾任宣传部门的人脉

资源，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小高源的病情。

民权县政府办、纪委、组织部等各单位和

社会各界进行了捐款慰问，掀起了关心关

注救助小高源重病高潮，累计募集捐款 20
余万元，极大地缓解了张俊丽给儿子看病

的困难局面。

“常去探望，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

事当自家的事。”李启芳、赵军说到做到。

即使出差在外地，也不忘关心小高源。小

高源见到李启芳、赵军不再陌生，而是高兴

地称为李伯伯、赵叔叔。

望着新架设的电网，看着好看的电视

剧,中岗村群众脸上乐开了花,逢人便夸讲

进村联户干部王广正。

中 岗 村 位 于 程 庄 镇 西 北 部 ，北 与 兰

考县张君墓镇交界，是程庄镇比较偏远

落后的村之一。近年来，随着该村电器

的增多，老化的电力线路难以承受负荷之

重，特别是农田浇地季节用电量大幅增加，

经常停电，电器也多有烧坏。今年，“做人

民群众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以来，王广正

联系该村 10 户困难群众，通过走访了解到

这一难题后，他多次与村两委班子商议，利

用该村今年一项一事一议项目改造电网，自

筹和上级配套 3 万余元资金。同时，他又多

次找到镇电管所有关专业人士认真核算一

下中岗村电网改造的成本和全部费用，按照

村委提供的基础资料，需增设一台变压器，

两个自然村四条大街和通往农田电力线

路，共改造线路 4.7 公里，需更新换掉 89 根

线杆，大概需要 40 余万元，缺口资金 30 多

万元。

为筹集到这缺口的 30 多万元资金，

他多次与县电力部门负责人沟通，硬是

从其他方面挤出 30 余万元的农电改造资

金 。 资 金 够 了 ，该 村 群 众 喜 出 望 外 ，人

员、机械、设计线路走向、变压器的位置、

配套资金很快都确定下来。

10 月 5 日，他组织人员从县电力公司

将线杆、电线、横杆以及电网电料等物资拉

到村里，拉开了中岗村的电力改造大幕。3
天时间，群众看到整齐一新的线杆、笔直的

线路、漂亮的变压器，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容。在施工现场，他像工人一样配合工程

技术人员架杆、拉线、运送材料，群众看他

像自家人一样帮助群众解难事，纷纷把自

家的红薯、米饭、馒头送到工地上。感受到

群众的热情，他谦虚地说，能够和群众交上

朋友，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自家人，付出再

多也不觉得累！

陈集村位于民权县程庄镇西北部，北

与兰考县张君墓镇交界，全村 1040 多口

人，1800 余亩耕地。土地零星分散，一家最

多有七八块地，非常不利于机械化耕作。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商

丘市积极开展做人民群众贴心人活动。民

权县程庄镇干部田秀贵联系陈集村，通过

走访，他了解到群众想推进土地流转，实施

小块合大块，多块成一块。村委负责人说，

“我们早就想搞了，但不是这个有点意见，

就是那个不同意，眼瞅着好事，弄不成事。”

看到村支书打了退堂鼓，田秀贵说，“群众

的工作我来做，困难我来解决。”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为

群众办事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他说。为

了消除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畏难情绪，他与

村两委班子成员共同商议研究难题，把问

题吃透，把难题找准，把措施想全。在此后

的 2 个月时间里，他一边到田间地头帮群

众施肥、浇水、掰玉米，一边了解情况，边培

养干群感情。8 月 19 日是中秋佳节，他放

弃与家人团聚，带着月饼来到陈集村，挨家

挨户走访群众，让大家共同提意见，了解困

扰该村土地流转工作的深层次问题。该村

群众看到一个干部来到该村，真心实意地

帮助大家，纷纷敞开心扉与他进行交流。

田玉德老人是该村有名的“老别筋、难缠

户”，经过田秀贵多次解释，提出解决方案，

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你这个办法还真

中，摊上好地少种一点就少种点，摊上孬地

还能多种二分，不吃亏，我带个头召集群

众，合就合。”

就这样，他一户一户地做通了全村群

众的思想工作，又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启动了土地流转工作。仅用 3 天时间，

就成功地完成了该村的土地流转工作，没

有一户群众提出异议。

忙了数月时间，他脸晒黑了、人累瘦

了，但却成了陈集村群众的贴心人。

照亮群众回家的路
王玉芳 江南

把群众的事当自家的事

解难题传递正能量

一心为民，做群众贴心人

修好路，让群众出行更方便，致富路更通畅
发放致富信息，为农民致富出点子

（本版照片由民权县程庄镇政府提供）

送医下乡，时刻把群众的健康放在心上

多打一口井，就多一分丰收的希望

农忙时节，驻村干部帮助群众收玉米

张诗河

张诗河

张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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