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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无声的“民心样本”
——唐河县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基层党建纪略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韩学广 孙燕

严冬时节，记者在唐河县
采访，所到之处，处处可见干部
和党员只争朝夕抓发展促跨越
的生动画卷。

大造林大绿化植树现场，
挥汗如雨的是党员；“双创”工
作一线，值守街道、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的身影是党员；“粮
食增产千亿工程”项目工地
上，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的，还是党员！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深
入开展，在2512平方公里唐河
大地上，迸发出了无穷的能量，
汇聚了无尽的力量。

提起县委书记上党课，新安社区的老党员马忠
兰依然很激动，她颤抖着声音说：“终于又找到了年
轻时候刚入党时的感觉，书记讲得透彻，讲得通俗
易懂，讲到了俺们心里。”

马忠兰还清楚记得，那是6月29日下午，唐河
县委书记李德成来到滨河街道新安社区，不大的会
议室里早已挤满了党员，有很多是80多岁的老党
员，尽管行动不便，但他们却不愿错过这堂珍贵的
党课。

为使“两学一做”教育切实取得实效，唐河县
严格落实县直机关和乡镇直机关支部每周一次
集中活动，农村支部每月一次集中活动，在县处

级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党性集中教育月活动，
要求县处级、乡科级党员领导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带头到联系点为基层党员群众上党课。截至
目前，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共到联系点上党课70
余次。

在建党95周年之际，唐河县对全县96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149名优秀共产党员和99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组织开展了老党员慰问活
动，由县四大班子领导带队，共慰问135人，发放慰
问金15万元；组织“双百优”干部、第一支部书记等
50余人组成宣讲团，以“学党章、学讲话”为主题，
在全县巡回宣讲习总书记“七一”讲话等精神，近万

名党员群众受到教育；组织党员干部2500余人到
县革命纪念馆、县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基地接受红色
教育和廉政教育，推动党员干部对照合格标尺、树
立先锋形象。

为广泛宣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唐河县设立
唐河党建微信公众号“唐河脊梁”，在唐河电视台开
辟了“两学一做”专题系列报道，多渠道宣传开展学
习教育的重要意义，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同时，
要求各基层党支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方
式，深入党员和群众当中，及时传达上级精神，广泛
征求意见建议，切实厘清工作思路，找准推动学习
教育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在学习教育中，唐河县在机关党员干部中开展
“六比六看”活动，号召全县机关党员干部比忠诚看
党性，比作为看担当，比实干看作风，比效果看能
力，比清廉看品格，比奉献看境界，把“学与做、比与
看”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在学
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突出学，强党性提素能。该县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领导讲党课与同志
谈体会相结合、网上学习与线下考试相结合、记录
学习笔记与撰写心得体会相结合的方法，使党员干
部进一步提升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履职能力。

突出查，找问题明职责。该县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对照“六比六看”标准，采取自己查、领导点、群众
提等方式，结合岗位职责把自己摆进去、一项一项
查、一个一个找，各单位领导要以“三亮三评”的考
评结果和县纪委监察局、“一改双优”办抽查暗访的
情况，对存在问题的同志及时点拨，并通过设立意
见箱、公开举报电话等形式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找
准党员干部在党性修养、担当精神、履职尽责、遵规
守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突出改，定方案解顽疾。该县针对查摆出来的
问题，突出重点，分层分类制订整改方案，县活动办
通过明察暗访、调查问卷、观摩评比等手段，每季度
通过县级主流媒体及工作简报，公布各单位突出问
题的整改进展情况，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对整改不

到位的，年终不得评优评先，问题严重造成不良影
响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问责，
并与干部选用挂钩。

突出选，育典型树标杆。该县遵循党员“四讲
四有”标准和新时期好干部“20字标准”，对照从严
治党对干部纪律作风的新要求，以陈廷江、贾长富、
李怀玉等先进典型为例，发动群众推荐评选一批工
作好、作风实的身边先进典型，让广大党员干部都
学有标杆、赶有方向。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共举办专场学习培训465
场，参训人数达3000余人；征求意见建议1058条，
查摆出问题15大类107条，建立完善规章制度43
项，帮助群众办实事好事381件；组织开展向全国劳
动模范、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市学习焦裕禄精神十佳
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李怀玉同志学习活动，用身边
的先进典型教育身边的党员干部；开展“六比六看”
主题征文活动和主题演讲报告会，全面展示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的精神风貌；开展“十佳”系列典型人
物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十佳基层公仆”“十佳忠诚
卫士”等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推介。

“坚持典型引领,放大头雁效应。”唐河县县长
周天龙说，通过树立一批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具有
代表性的先进典型，在全县掀起了学习先进、争当
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营造了“人争一流、事争第
一、逢旗必扛、逢先必争”的良好氛围。

“集中开展村支部书记‘大比武’，是‘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创新举措，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体现，更是加强村支部
书记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唐河县委书记李德成
认为。

今年年初，唐河县在全县525个村的党支部书
记中开展以“抓发展、提形象、强党建、促和谐”为主
题的“村支书大比武”活动，努力打造一支既有思想
觉悟、又能领头致富的高素质村党支部书记队伍。

唐河县对各个乡镇辖区内的村进行动态划
类，对不同类型的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建设”

“经济发展”“美丽乡村”“社会稳定”等内容，以乡
镇为单位，每月一次考评排序、每半年一次擂台比
武、每年一次集中点验，分阶段对村支部书记大比

武成效进行百分制考核考评。各村支部书记根据
年度目标任务，采取“面对面”“一对一”“多对一”
等方式和发言交流与实地观摩、村党支部书记互
评与乡镇相关领导点评相结合等形式，以比思想
觉悟、比基础设施、比经济发展、比服务民生、比措
施落实、比工作实绩、比特色亮点等内容进行台上
比武、互评打分。

集中点验和季度比武结果也将作为考核评价
乡镇党委活动组织情况和村党支部书记工作开展
情况及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对年度“大比武”活动
中连续2次擂台比武总评排序处于末位、连续两年
评定为“不称职”和连续三年评定为“基本称职”等
次的村支部书记，将由乡镇党委分别给予限期整
改、调整岗位和免职处理。

比武擂台上，各村纷纷立标杆、下战书、定措
施、补短板、表决心，激发了奋勇争先的积极性，全
县涌现出郭滩镇李庄村、龙潭镇段庄村、上屯镇甘
河湾村等一批务实重干型村支部书记；涌现出上屯
镇张清寨村、湖阳镇张湾村等一批开拓创新型村支
部书记；涌现出城郊乡果园村、张店镇牛庄村等一
批产业带动型村支部书记，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中
发挥了“领头雁”作用。

唐河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阳道出了村支部
书记的心声，他认为，通过大比武比出了工作成绩、
比出了差距不足、比出了压力动力、比出了拉高标杆
争创一流的好作风、比出了担当有为有位的好导向，
使村支部书记“领头雁”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将得到全面增强。8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窦刚 康帅

在方城县，有这么一群人——炎炎
夏日，他们爬高下低，汗流浃背，只为让
群众早点得到清凉；十冬腊月，他们趟风
冒雪，访寒受冷，第一时间赶赴应急抢修
现场；当万家灯火庆团聚的时候，他们默
默坚守在工作岗位，随时待命；有人说他
们是护送光明的使者，他们却笑着说只
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只是在践行党旗
下的誓言。他们就是国家电网方城县供
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是对国家电网方城县供电公司党员服
务队最好的诠释,方城县供电公司于
2009年9月成立了党员服务队，队伍不
断壮大，为群众带来优质服务的理念却
始终如一。

国家电网方城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现有队员42人，除了负责方城县城区
20多万户的用电故障抢修工作，在抗击
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及应急保电、民生
工程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
外，还将社区服务、爱心帮扶和应急抢险
等工作纳入延伸服务范围内，先后帮扶
供电区域内30多户困难群众，成为沟通
连接群众的“连心桥”。

群众满意是最大的肯定

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已经
成了吴红新和他的党员服务队同事们
的常态。“睡觉轻得很，手机一有动静就
知道有情况发生，就要做好出发赶往现
场的准备。”吴红新笑着说，“可能睡着
的时候都是睁着眼的。”

家住新华街道的贾世欣夫妇是服
务队员吴红新的牵挂，每次走到他们家
门口，吴红新总要进去看望一下他们。

“老两口一个60多了，一个70多了，就
靠做豆腐脑维持生计。老大爷得了中
风刚出院，腰都直不起来了，孩子在外
边打工，过得难得很。”

前一阵子，早上5点多，吴红新被一
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原来是贾世欣家
里没电了，眼看着一天的豆腐脑就要做
不成了，着急的老人找到了吴红新。吴
红新二话没说，带上工具赶到老人家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排查检修，帮老人修
好了线路。“遇到故障，有时候对咱们自
己来说可能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但
是对别人，可能影响的就是一天的生
计。”吴红新说，“我们累点苦点都是应该
的，只要他们能平安顺利地用上电，我们
也就有了成就感。”

“我们的客户尤其是那些困难的孤
寡老人对咱们比较信任，咱们不能辜负他
们，对于我们抢修队员来说，群众满意是
对我们最大的肯定。”队员周新权说，背包
里永远装着几个电灯泡，无偿为老百姓修
理电器、换开关，帮助孤寡老人渡过生活
难关是党员服务队最常做的事。

服务群众永远在路上

“好多年没有在家过春节了，当别
人万家团聚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万家
光明。再加上我们还是党员服务队的，
更应该冲在最前面。”对于配电运维室
的王文辽来说，他们没有节假日，更没
有讨价还价，群众的电话就是命令，只
要哪里发生用电故障，不管白天还是黑
夜，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们在最短的
时间内赶赴现场，让光明以最快的速度
照亮千家万户。

2013年大年初六，一场大雪让整个
方城县银装素裹。然而党员服务队队员
陈桂山却没有心情欣赏雪景——因为过
负荷用电，城区的广安路低压电缆出现故
障。正在吃午饭的陈桂山放下碗筷第一
时间感到事故现场。

由于事故比较棘手，必须更换电缆。
抢修队从下午1点开始在井下作业，一直
到凌晨2点多才把电缆全部更换完毕。

“我们一组人一直坚守在抢修现场，从井
下上来才发现已经2点多了，忙得连饭都
没吃。”陈桂山说，看到电修好后通电的一
瞬间，心里别提多美了。

不光是数九寒冬，炎炎夏日下，忍
受高温煎熬，开着供电故障抢修车，全
天奔波忙碌，加班加点，这也是党员服
务队的常态。

今年8月初，高温酷暑天气折磨着
方城县数十万群众。晚上6点多，由于
过负荷用电，导致释之街道变压器烧
毁，影响到附近近万户居民的用电。还
在回家途中的服务队队员紧急集合，赶
赴现场开始抢修。排查故障、确定抢修
方案……抢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
天空又开始下起了大雨，给现场带了更
大的困难。凌晨4点多终于把线路更
换完毕，恢复供电。“衣服都湿透了，也
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栗伟东笑着
说，“能给别人带来清凉，咱们苦点累点
也是值的。”

“优质服务是我们的生命线，党员
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

‘做人要实、谋事要实’的内涵，用优质
的服务点亮了方城的万家灯火。”国家
电网方城县供电公司总经理李明说起
自己的队员很是自豪。8

用优质服务点亮万家灯火
——记国家电网方城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马志全

“喊话能听见，见面需翻岭”这是西峡
县丹水镇三里庙村曾经最真实的写照，在
这里的老人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穷三
里穷三里，一年到头一腿泥。三里庙村属
浅山丘陵地带,435户村民散居在5条山
沟之中。道路不畅，群众出入不便；没有
主导产业，村民们过着“土里刨食”和外出
务工的“候鸟”生活。

今年4月，南阳市纪委扶贫工作队
倾心与这里的乡亲结下“穷亲”，让这里
的村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

家住闫家组的低保贫困户闫新会，
丧偶，65岁的母亲长期患病，两个12岁
的双胞胎女儿就读小学五年级。上有
老、下有小，无法外出务工，经济十分困
难。驻村工作队为闫新会拟定了“脱贫
计划”：扶持家庭种植香菇3000袋，硬化
了家门口至村组公路的300米水泥路，
并为家里打了一口1.5米口径的水井，满
足生活用水和种植香菇的需要。

村下东组72岁的贾金祥老人，种植
的10亩黑李滞销。驻村工作队积极协
调水果商贩和超市，将积压的9000斤黑
李全部售出，仅此一项为其挽回经济损
失6万元。随后又联系用人单位，安排
贾金祥身患残疾的儿子贾彦周到西峡县

汽车配件公司务工……
为严书仓买5只猪仔，为贾国义买

17只羊羔，安排张合春到福利企业务
工，为贾彦峰协调5万元贴息贷款……
一个个贴心的“造血扶贫”举措，让三里
庙村的贫困户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在冬日里感受到了温暖。

“只有带着感情深入群众，把群众当
成亲人，我们的工作才能取得群众理解，
我们的付出才能为群众所认可。”市纪委
驻村工作队队长雷清松说，脱贫攻坚永
远在路上，市纪委在三里庙村的精准扶
贫工作只是个开始。

3名驻村工作队员，深入田间，走进
农家，通过精准识别，按照“一户一册、一
户一策”的标准，把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帮
扶方案、年度帮扶计划等编纂成册,并为
10户情况最差、帮扶任务最重的贫困户
确定了专人帮扶计划。先后争取项目资
金70余万元，以村部为中心，修建连接各
组的横向道路3公里，改善了三里庙村的
交通条件，协调市、县国土部门，投资700
万元对三里庙村中心岭两侧1140余亩荒
山实施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650余
亩，发展花椒、油牡丹产业，建设千亩标准
化花椒、油牡丹基地，目前已完成渠系配
套、生产道路修建等基础工作。按照“美
丽乡村”的建设标准，正努力把三里庙村
打造成为恐龙遗迹园的“后花园”。8

倾心一门“穷亲”让这里变了样
——西峡县三里庙村脱贫记

县委书记带头上党课

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六比六看”树标杆

党员干部掀起“赶超先进”热潮

“大比武”活动持续发力

锻造高素质村支部书记队伍

康帅 画

康帅 画

驻村工作队到贫困户贾金祥家走访 庞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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