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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党建引

领，是制胜关键。今年以来，巩

义市鲁庄镇严格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及巩

义市“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的

总体安排，坚持党建引领，以加

强基层基础为切入点，进一步深

化“支部举旗帜，党员亮身份，发

展有作为”，扎实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形成

示范引领，全域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何可

关帝庙村位于巩义西南部深山区，山
路蜿蜒崎岖，群众出行不便。关帝庙村党
总支通过党员的共同商议，推出了 22辆
私家车组成的“党员顺风车”车队。所谓

“党员顺风车”是为了方便群众出行，群众
通过打服务电话、扫二维码加入 QQ群、
路遇招手即停、老人提前到村委会登记四
种方式预约坐车，在村内主要街道口树立
统一的“党员顺风车”候车牌。

“党员顺风车”这一便民举措，既解决
了山区群众出行难问题，又树立了党在群
众中的良好形象。是响应鲁庄镇党委“支
部举旗帜，党员亮身份，发展有作为”要求
一个缩影。

走乡村善治之路，让农村既充满活力
又和谐有序，就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
导作用。鲁庄镇党委书记王东说，党建工
作是一切工作的“牛鼻子”，要摆在突出位
置，切实悟透做实，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夯
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基层工作忙，干部是头狼，干部要管好，
制度是法宝。抓村干部履职承诺。在鲁庄
镇正式成为村干部的必经程序是，向全体村
民、党员、上级党委作出任职承诺和辞职报
告承诺，承诺书明确村干部月工作天数22
天以上、完成党委及支部安排的工作等三项
内容，并有书面及视频存档，如有违反，辞职
报告即时生效。村干部每月在党员大会上

公开述职，录制小视频，在微信群公开。让
混日子的干部混不下去，让干事的干部更受
拥护。通过两项制度的实行，目前已经有十
多名干部因为工作不力主动辞职，基层干部
队伍的工作热情持续升温。

抓村干部作用发挥。各支部以“抛开
客观找主观，抛开表象找原因”为主题，开
展“深化基层治理大走访”活动。镇党政
班子成员、各村支书、村委主任走访群众，
每人走访不少于100户，围绕群众希望镇
村党组织干什么、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等四个方面进行大走访，密切了党
群关系、凝聚了民心民智。

管好党员做引领。为发挥好广大基
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扎实开展“支部
举旗帜，党员亮身份，发展有作为”工
作。一是积分管理。坚持开展党员积分
管理活动，积分结果在村“党员贡献墙”
公开公示，奖优罚差，好的参评镇村最高
荣誉“先锋党员”，积分低于 60分的，经
过村党员大会研判，转入镇后进支部教
育转化，激发党员在各项工作中冲在前、
作表率。

集中亮相。坚持每月的“党员亮相
日”制度，各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完成
五项议程之后，围绕本月中心工作，组织
全体党员在公众场合集体开展相应的志
愿服务，请假党员由其直系亲属代替。

乡风文明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基
础。

后林村中心通道旁立有一面墙，墙
上以家族为单位，以在世老人为户主，户
主名字全部上墙，每季度评选一次，当选
好人家庭的户主名字用金粉加注。墙的
前面摆着长方形的石桌和石凳，石桌的
两边分别写着：通情达理做人，心平气和
说事。

2018年以来，鲁庄镇党委政府重点
围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两个方面，结
合“民风改善促和谐、和谐民风化纠纷”的
社会治理工作思路，下大力气，创新在全
镇 29个行政村设立“好人家庭墙”，通过
严格把关建设内容，统一规范制定评选办
法、评选标准、评选程序，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巧妙融入，把遵纪守法、和谐稳定、
家风淳朴、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等内容作
为硬性指标，在正面亮评的基础上，设置
负面清单，家族成员中有一个存在“好逸
恶劳、缠访闹事、破坏环境、侵占公私资
产、不孝敬父母、不遵纪守法”等六种现象
的，整个家族都不能参与评选“好人家
庭”。

“‘好人家庭墙’的好人家庭每季度评
选一次，一经推出，就好像一面会说话的
墙，什么该提倡，什么该摒弃，一目了然。”
鲁庄镇党委书记王东说，在具体实施中，
评议会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
长、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村民代表等组
成。同时，鲁庄镇规定，对入选了“好人家
庭墙”的村民，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享受
国家各项优惠政策。

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发挥“正向激
励”作用，正在悄然调整乡村社会关系，
维护乡村生活秩序，成为促进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治村
法宝。镇上一对老年人为女儿相亲，按

照以往，就要托亲戚朋友去打听门第，
现在呢，就是直接到好人墙下看看有没
有他家的名字，只要有，就放心准备嫁
女儿。

专家指出，“好人家庭墙”助推乡风文
明，有效促进了农村的和谐稳定，有效提
升了村组织的管理能力。实现了“用群众
监督群众、用群众宣传群众、用群众教育
群众”。

鲁庄镇在各村村级“好人墙”前设立
“长桌说事处”，成立了以各村老党员、三
委干部、好人家庭代表、乡贤老总等民间
人士为基础的村级“说事会”，王东告诉记
者，凡遇家庭、邻里矛盾纠纷，就组织村党
员干部、乡贤、群众代表环坐长桌，共同解
决。今年以来共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72
起，全镇民转诉案件大幅下降，实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作为曾经是软弱涣散村的后林村，
村内曾长期存在家庭纠纷不断、上访不
断、打架斗殴不断的问题。自“好人家庭
墙”建设完成以来，村内只要出现矛盾纠
纷问题，村干部就把涉事双方人员叫到
说事处进行调解，大部分涉事人员人还
未到说事处，就偃旗息鼓了。今年 4月，
一起关于赡养父母的长期纠纷和一起涉
及 10余年的宅基纠纷在好人墙前说事处
顺利解决。

目前全镇共评选好人家庭 200 多
户。这些家庭都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优秀
旗手和播音员。巩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史建伟说，“好人家庭墙”的建设，是以
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发挥村民民主，制
定适宜本村合理合法合乎人情的管理规
范，也是用“自、法、德”三治融合的实践创
新，进一步实现了“群众管理群众”的自治
模式，转变了民风、凝聚了民心，营造了一
个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氛围，并推
动了乡村振兴、经济发展。

针对少数贫困户存在“慵懒散、等靠要”
思想，鲁庄镇提出了“医心治懒、研判管理”的
志智双扶理念，采取多种举措，激发其内生动
力。

创新实施贫困户“红黄蓝”研判观摩制
度。鲁庄镇依托村级扶贫三委干部、村小组
长、村党员群众力量，坚持“公开评议、公平评
比、公正评判”的原则，通过村三委干部、帮扶
责任人、村民小组组长、党员代表、群众代表
集体研判评议。以此激发贫困户的荣辱感，
增强晋位升级的自觉性。

据介绍，鲁庄镇按照贫困户的精神状态
及脱贫情况划分三色管理，能干不干的红色
管理，未脱贫户或有返贫风险的黄色管理，稳
定脱贫户蓝色跟踪，组织村组干部、党员代
表、街坊邻居等，分别一周、两周、一月召开一
次研判观摩，激发其内生动力。南村贫困户
王建周就是通过这个制度，激发了内生动力，
目前有了稳定的收入。

精准施策，激发动力。对于红色管理对
象，村里每周组织村组干部、街坊邻居召开一
次例会，先由贫困户介绍其收入就业等情况，
再由参会人员对其脱贫态度、现实表现进行
对比研判，指出贫困根源及解决办法。对黄
色管理对象每半月组织一次，重点围绕增收、
就业，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蓝色管理对象
跟踪、关注其增收持续性。如家庭收入持续
增加，户容户貌有明显转变的，可由红、黄、蓝

依次递进。
目前，该镇贫困户282户 822人已经纳入

“红黄蓝”研判制度管理，通过研判后的帮扶
管理，已有20户 51人思想状态由“坐等靠要”
变为“创改闯干”，通过辛勤劳动，实现收入上
的提升。

鲁庄镇“红黄蓝”研判机制今年入选全国
扶贫扶志典型案例，镇党委书记王东作为全
国5位受邀代表之一，在全国扶贫扶志研讨班
上作了发言。

通过组织开展研判例会，一批脱贫励志
典型被挖掘出来，鲁庄镇编印了《脱贫攻坚群
英谱》，组成宣讲团到各村宣讲。45岁的杨淑
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她中年离异，下肢瘫
痪，租种 21亩土地，供养两个女儿，在社会各
界帮扶和她自强不息的努力下，她已经成了
远近闻名的脱贫励志“铁娘子”。

在这些脱贫典型的感召和带动下，一
些好吃懒做的贫困户心灵触动很大。如去
年 10 月 17 日，小相村举行“志智双扶”宣
讲大会，杨淑丽、王少洪等励志脱贫的事迹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群众，贫困户李保国眼
含热泪地说：“杨淑丽坐在轮椅上都能脱
贫，我四肢健全，难道还不如她吗？我相信
只要我愿意干，一定比她强！”现在李保国
种了 4 亩经济作物，还养了鸡，村里又为其
提供了巡山防火的岗位，现已经顺利脱贫，
孙女也上了大学。

10月 24日晚 8时许，赵城村村委会办公
室灯火通明，刚刚从漯河赶回来的村支书曹
五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在村委班子一干
人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有一株幼苗，七
八粒表面凸起的黑豆豆。

“这是猫爪草的苗和果实，在中药材市场
每公斤能卖到一百多元。特别适合在核桃林
里套种，经济价值大。能不能在咱村推广，大
家议议。”曹五辈说。一场讨论下来，村委会
班子成员和几位村民小组长决定买苗试种，
先趟趟路子。“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干，村民们
就会觉得这个产业有盼头，才会跟上加油
干。”曹五辈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为乡村振
兴奠定物质基础。鲁庄镇依托山区资源优
势，引导各村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发展和壮
大集体经济。村“两委”根据村情、民情，由村
集体和村民共同商议确定发展路子，强村富
民产业在鲁庄镇遍地开花。

深秋时节，桑家沟村葡萄园内，村民们正在
进行维护作业。近年来，村里通过多次组织致
富带头人举办葡萄种植培训班，采用引导种植
和带动增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贫困户进行葡
萄种植，并引进巨峰、夏黑、京亚等优质品种。
今年的葡萄直接进入郑州超市，走上省会老百
姓的餐桌。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这个葡萄
园每年为村集体、村民带来千万元的收益。

“在强村富民中，我们坚持发挥村级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集聚政策信息、农村
资源和农业优势条件，发展农村强村富民产
业，走出一条村集体、村民多方受益的乡村振
兴新路子。”王东说。目前，桑家沟村葡萄种
植户达280多户，种植面积达1500亩，产量达
900万斤，产值达2700万元。

在强村富民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村级
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不可或缺，将土地资源、农
村劳动力、政策信息等发展要素融合起来，推
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运作，村集体
和村民都受益。

站在新修的道路边，小相村村主任崔光
周蹲下身，抓了一把带着落叶的泥土，仔细看
了看，又再放下。已是霜降时节，小相村菊花
田里开起了一大片黄色的小花，甚是好看。
崔光周指着大片的菊花告诉记者：“小相菊花
有名气，农民以土地入股，每年每亩有土地收
益，确定村集体、村民利润分成比例，市场、种
子、技术全由村集体提供。”

鲁庄镇各村党支部放大自身优势，挖掘
自身资源，走出了一条条适合本村的发展道
路。先后成立了以外河艾草、侯地小米、小相
菊花、桑家沟葡萄、后林核桃、巴马香猪等特
色品牌种植养殖农产品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农
业合作组织，并通过打造核桃、葡萄、菊花、中
药材四大基地，引导群众发展特色品牌农产
品，基本实现产销两旺的大好局面。

发挥优势，搭建平台。一方面依托“人才
回归”战略，引进鲁庄籍在外人才——京东集
团华东地区仓储负责人冯幸涛回乡创业，成
立电子商务中心，销售菊花、葡萄、牡丹画等
别具特色的农产品、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实
施本土推广，发挥鲁庄籍在外人士多的优势
和市、镇两级招商引资平台作用，向外推广鲁
庄特色农产品、文化产品，带动集体经济发
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目前，鲁庄镇牡丹
村的手绘牡丹扇被定为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纪念品；小相菊花连续获得上海茶博会
特优金奖，远销海内外；侯地小米、关帝庙红
薯、罗彦庄软籽石榴等也在省市广泛销售，为
该镇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在鲁庄大地
上，产业发展优势村比比皆是。它们正各自
发挥优势，壮大村内产业发展，激活乡村新动
能，推动鲁庄乡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时不我待。如今，鲁庄镇正阔
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加强基层基础建
设力度，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建设村
美、民富、业兴、人和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抓好干部强保障1 聚焦难点助脱贫3

“一村一品”促振兴429面“好人家庭墙”助推乡风文明2

巩义鲁庄镇

以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

好人墙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身残志坚的脱贫励志
“铁娘子”杨淑丽

开发独具特色的文化
产品带动了经济发展

外河艾草产销两旺

屡获金奖的小相菊花
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