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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岗、接车、维持秩序，守候出行旅客人身、行李安全，这是每一位铁路客运
值班员的日常工作。马伟，是南阳火车站一名普通职工，“客运值班这项工作就
是操心，旅客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你，春运期间更是忙的分不开身。”3 月 15 日是
春运最后一天，马伟跟记者说到。这已经是他工作的第 22 个春运。

据了解，2015 年春运自 2 月 4 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为期 40 天。整个春运期
间，南阳车务段除固定车次外，增开了临时客车 14.5 对，共发送旅客 74 万人次。

右图 上班前，老马在整理着装。他说客运值班员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更
是车务段的形象。

左上 中午吃饭时间，老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一碗饺子。他说值班员工作
太忙，所以大家都会尽快吃完饭就投入到工作中。

左下 老马在为旅客排忧解惑。春运期间像这样的接待，老马每天最少有
50多人次。

南阳观察记者 孙明哲 本报通讯员 赵向阳 摄影报道

“咱一个小小芝麻官，做梦也没想
到，还能披红挂彩上台领奖！”3 月 16 日，
在博望镇前荒村，该村党支部徐运芝聊起
十几天前那一幕，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农历正月十一，在全县三级干部大
会上，方城县 500 多名村党支部书记都
赶来了，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 355 万元，
对获奖的个人和集体分别给予 5000 元、
5 万元和 3 万元不等的奖金，徐运芝和其
他 9 名村支书登台领奖。

方城县组织部部长郭富玉说，为重

点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农
村党组织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方城实
施“强基工程”，建立农村党组织考评激
励机制。从今年 1 月起，村党组织书记
工作报酬采取结构制，即“基本工作报
酬+绩效奖励”，基本工作报酬约占 70%，
绩效奖励占 30%，工作报酬由每月 600
元提高到 1100 元，其他村干部由每月
360 元提高到 770 元。绩效奖励部分依
据乡镇（街道）考评排序评定。任职期间
连续三年被县级以上表彰的“十佳”优

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基本工资报酬上
浮 10%，由乡级财政纳入预算。

另外，“十佳”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和
“十佳”先进村党支部、“强基之星”先进
村党支部的书记优先推荐为各级党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

建立村干部社会保障制度，按照每
人每年 1000 元的标准为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和其他在职村干部补充缴纳
新型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解决村干
部后顾之忧。

“创客”者乃以民需为本，将诸创意为
事实之人。3 月 5 日“创客”之词首入政府
工作报告，成两会热点，创新创业，国人共
勉。

及至宛都南阳，会石可谓当之无愧资
深“创客”。会石者，周姓，蒲山马寨人，不
顾身疾亢然创业，现年三十有六，执掌华实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六年。

“草根”经商
会石出身农民，父勤母俭，终年披星戴

月，劳作不停歇。然“种在人收在天”，遇天
时不正之日，或疾病盛行之时，父母常夜不
能寐，坐以待旦。

又逢束脩之日，家贫难以为继，会石看
在眼，痛在心。遂毅然于束发之年，辍学经
商，决意以一己之力，供养父母，善待妹妹。

蒲山无草木，多美石，盛产青、白二石，
农闲之时，蒲山人常上山采石。少年会石
才出课堂，即为脚夫，每日身负十倍己重之
蒲山石、钙粉包，劳作八个时辰，仅获利十
五元。

数日后，会石守于山下，伺村民采石归
来，收购转卖，日获利一百八十元。

又四个月，购入大车六台，率数十村
民，供应众大理石厂。

又一年，会石鬻蒲山石至郑州，名扬全

省。
1998 年，会石至南阳，市不锈钢栏杆，

抑或分包工程，往来经年，累赀数金，年方
二十，即经商有成，买房购车，好不得意。

“创客”坎坷
弱冠之后，会石常暗自思量，为里肆贾

者，虽日进斗金，然终非安身立命长久之
计。

忽一日，会石罹患“强直性脊柱炎”，体
痛不适，恐成废疾之人。会石四处求医问
药，遭遇种种事故不便。

宛都地处豫西南，距省会郑州近三百
公里，路途遥遥，出行不便。于疾患与奔波
中，会石痛下决心，办拼车、约车公司，为在

外工作打拼者谋福祉，利人利己。
2009 年，华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设立，

仅四辆车，六员工。新兴事物，存疑者甚
众：

“乘华实之车，然未至其地也，为之奈
何？若司机多索钱也，为之奈何？若途遇
歹人也，为之奈何？”

会石协同员工，街头散传单，网上发信
息。11 月末，初雪，天寒地冷时，电话铃声

响，首单客人到。客乘车自宛至郑，空车又
自郑返宛，会石连夜奔波，身疲心却宽。

说到做到，信以待人，诚以感人，如是
者两年，乘华实车者众，公司始盈利。

时光转瞬即逝，会石与病魔斗争不止，
随身携带药物；华实历经资金、技术、平台
困境……幸哉，会石坚强乐观，公司步入正
轨，组七人高管团队，逾三十人技术团队，
数百人司机团队，乘客可电话、微信、APP、
网络约车，行车路线可实时追踪。去岁每
日往返乘车者近 600 人。今岁预算，增千余
辆车，丰富车型，细分市场，公务旅游皆为
便利。

南都曰：夫唯创新，制胜法宝。会石天
赋商贾也，然生而多舛，幸不自弃也，少而
经商，所凭藉者唯见微知著、独辟蹊径是
也，青年有小成，壮年敢为时代先，以拼车、
约车为公司。而今，政府劝业，“创客”纷
起，新业无数，又则广告倏尔传扬四海，网
络连通无远弗界，会石幸逢其会，凝神聚
力，则华实通达闻名，期于必成。

我当村支书
为什么？

——方城县村支书队伍建设引发的思考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李超峰

核心提示

“支部强不强，关键在班长。”在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背景下，村支书如何适应新常态，带
领农村党支部最大程度发挥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基层党建的关键。近日，在南阳市方城县
围绕“我当支书为什么、当了支书干什么、我为群众想什么、我为群众留什么、群众为我评什
么”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讨论。

“当支书就是搞服务。”袁延松告诉
记者，他带领群众养过羊，种过草，退耕
还林栽过树，还招商引资办过厂……一
次次的挫败和摸索，他终于带领群众找
到了薄皮核桃、原种蛋鸡养殖和加工业
三个支柱产业。“目前，正进一步与河南
绿邦林业有限公司洽谈合作事项，下一
步，将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栽植薄
皮核桃 1 万亩以上……”

这次三级干部会上，被表彰的杨登
中，16 年来带领辛庄岭人硬是把一个行
路难、用电难、吃水难、挣钱难、娶媳妇更
难的穷山村，变成了一个富裕的文明村，

“辛庄岭”成了“新庄岭”，“山疙瘩”成了
“花果山”……

前荒村设立便民服务站，使群众多
次跑变为一次跑、跑多个门变为一个门，
解决了群众办事难、找人难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围绕服务发
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加强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褚清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方城县正努力造就一支服
务型、活力型的村支书队伍，践行市委

“团结凝聚战斗力、敬畏规矩树形象、忠
诚担当事上见、落实见效真本事”四句话
要求，成为群众的领头雁，把服务做到群
众心坎上。

“有的人当了一辈子支书，却从来都
没想过，也没想清楚过，当支书究竟为了
啥？能为百姓做啥？”方城县袁店回族乡
沈庄村党支部书记刘荣生深有体会，他
说：“过去的村干部‘一靠辈份高，二靠嗓
门大，三靠脾气坏’，随着时代的发展，现
在已经过时了。”

方城县共有 1462 个基层党组织，
35844 名 党 员 ，其 中 农 民 党 员 20829
名。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提高村支部书记的素质和能力，2014
年 12 月 20 日，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亲
自给全县 557 名新当选的村支书上党
课，在党课上“我当支书为什么、当了
支书干什么、我为群众想什么、我为群
众留什么、群众为我评什么”成为村支
书们热议的话题。随后一场以“五问”
为主题的大讨论在全县持续开展并深
入发酵。

让我们看看村支书对这“五问”的回
答吧。

我当支书为什么？广阳镇袁庄村党
支部书记袁延松说:“每一位村党支部书
记，都肩负着全村老百姓的信任和期
待。我们要扮好‘小角色、大形象’，争做

‘催化剂’，学做‘黏合剂’，切实担负起
‘兴一村经济、富一村百姓、建一村文明、
保一村平安’的重任。”凤瑞街道三里岔
社区党支部书记谢桂群说：“每一位村党
支部书记都要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只
有思想上弄明白了，才能说明白、做明
白，才能在为群众服务的实践中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了支书干什么？“当支书就要结合
实际，谋划一条好的发展思路，让百姓安
居乐业。”拐河镇辛庄岭村党支部书记杨
登中说，我们要用县里奖励的 3 万元，学
习外地先进的林果种植经验，扩大种植

规模，拓宽市场渠道，把辛庄岭村打造成
村美民富的美丽乡村。

我为群众想什么？博望镇前荒村党
支部徐运芝在日记中写道，“心无百姓莫
做官”，当了 30 多年的村支书，俺心里明
白，百姓其实就需要一个实打实能给他
们办事的好支书，俺们前荒村 30 年零上
访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为群众留什么？“要想得到群众的
拥护，就要人品好、人缘好、有水平，既能
用人之长，更要容人之短，多唱‘将相
和’，不搞‘龙虎斗’，把实事儿办到群众
心坎上。”刘荣生说得最动情。

群众为我评什么？独树镇砚山铺村
党支部书记王长幸心里暗暗鼓励自己：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村党支部
书记一定要把责任当做使命去担当。唯
有忠诚担当，才能勇于奉献，迎难而上，
敢作敢为，立功建业。”

火车站里的

客运值班员老马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孙明哲 通讯员朱付新）“同志
你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
证。”3 月 12 日晚 9 时许，南阳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
郑恒在例行检查过往司机是
否有酒驾行为。春节期间，南
阳市民警依然坚守岗位，对酒
后驾车等违法行为进行严查，
春节过后更是持续作战，天天
开展酒驾缉查专项行动。

反光三角锥依次摆放，数
10 名身着 LED 反光背心的交
警每隔 5 米立正待命，查缉路
段前后各停放一辆闪着警灯
的警车……这就是一处查缉
点的现场。每当有车辆驶来，
民警在检查车辆行车证和驾
驶证的同时还会用酒精测试
棒测试车辆内空气的酒精浓
度。“酒精测试棒相对于让驾

驶员吹气的酒精测试仪更加
便捷，如果浓度没有超过一定
值，我们会立刻放行车辆，否
则就会用更精密的仪器进行
针对性地测量。”民警梁士恒
说。

“今天跟家人一起聚餐，
因为开心大家都喝了酒，就我
没喝，因为我要开车。”元宵节
当晚，因为车内空气酒精浓度
超标，被民警要求进一步检查
的司机李霞说。用酒精测试
仪测试正常后，李霞女士自信
地笑了，她说：“我们一家人吃
饭前就达成共识，他们喝酒我
来开车。”

据统计，春节假期开始至
3 月 15 日，南阳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的近 30 次酒驾缉查行动
中，共查获酒后驾驶 419 起，
醉酒驾驶 5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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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创客”周会石
□南阳观察记者 李 乐 刁良梓

县委书记为村支书上党课 “五问”走心入脑引热议

当支书就是搞服务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三级干部会表彰村支书 激励保障机制暖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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