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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学习新思想，争做新青年。冬日
的中原大地，寒意渐浓，全省广大团员
青年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热潮却丝毫未减。

进高校、进企业、进社区，用“青言
青语”宣讲全会精神……连日来，共青
团河南省委青年讲师团充分发挥自身
特长，在全省团员青年中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

精心组织讲深讲透

给人“一杯水”，自己要先有“一桶
水”。为做好宣讲工作，共青团河南省
委从团省委机关干部、高校和直属单
位团干部中遴选优秀成员组成宣讲
团，并进行集中培训。就如何向广大
团员青年讲清楚全会精神，怎样有针
对性地做好分层分类宣传教育进行充
分研究。

“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需要

广大青年的同频共振。”自 2019年 12
月初，宣讲团成员深入基层，深入青
年，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宣讲。

向广大团员青年讲述领袖故事，
讲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讲
述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取 得 的 重 大 成 就
……通过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全会
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
改革举措，以及“中国之治”的河南实
践故事等，被装进团员青年的心坎
里。

“宣讲很接地气，既能听得懂、坐
得住，今后也能用得上。”河南工程学
院车辆工程专业学生韩浩强听完宣讲
说，“我们要把全会精神运用到自己的
学习和生活中，强化制度意识，做制度
执行的排头兵，奋发作为，展现青年担
当。”

据统计，团省委青年讲师团目前
已作宣讲报告 60余场，直接覆盖 3万
余名团员青年。

创新形式提升实效

“如何把握好宏观制度与青年大
学生的微观生活之间的关系？”“应该
怎样理解全会《决定》？”“对基层团组
织来说，怎么才能当好新时代新思想
的宣传员？”

2019 年 12月 24日，在郑州西亚
斯学院，近 2个小时的宣讲报告一结
束，台下的团干部和学生就迫不及
待簇拥到团省委青年讲师团成员赵
煦身边，抓紧机会提问。一番热烈
的讨论交流后，大家解决了心中的
问题。

每场宣讲结束后，无论是在会场，
还是走进班级、走进生产一线，宣讲团
成员都会围绕大家普遍关心关切的问
题和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
事，与广大团员青年展开面对面的互
动交流，进行思想碰撞、答疑解惑，进
一步推动全会精神如春风化雨般浸润
广大青年心田。

示范带动广泛宣讲

“通过聆听宣讲报告，我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等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2019 年 12 月 25 日下
午，共青团郑州市委组织的宣讲报告
会结束后，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工
程系学生杜雪莹说。

在团省委青年讲师团的示范带动
下，各基层团组织的宣讲活动也如火
如荼地开展起来。截至目前，全省各
级团组织共开展宣讲活动2000余场，
直接覆盖30余万名团员青年。

共识在宣讲中凝聚，思想在交流中
升华。全省广大团员青年一致表示，要
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
实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认清
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以实际行动，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③9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
示范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职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田国强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副
厅级）；

董亚丽同志（女）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副厅级）；

李社会、苗圃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正处级）；

李立社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
任（正处级）；

王军霞（女）、史斌、牛永清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正处级）。

凝聚青春奋斗力量
——团省委开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宣讲活动掠影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秘书长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王树山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13名）

万 根 王克俊 王宏昌 方启雄 孙晓红（女） 李俊峰 杨雪琴（女）
张广东 张红林 范玉龙 高树森 唐玉宏 曹金强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副秘书长任免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任命：
郭立魁同志为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俊峰同志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赵中生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
李俊峰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
崔冀同志（女）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张冬生同志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郭立魁同志不再担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关于撤销周增顺、程书杨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委员资格，免去黄保卫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周增顺、程书杨等2人，
因涉嫌违纪违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撤销周增顺、程书
杨等2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黄保卫因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免去黄保卫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按姓氏笔画为序，共 38名）

马 琴（女） 王 静（女） 王守振 王治华 王笃奎 王新会
元 浩 史一鸣 刘庆东 齐宗俭（女） 许冬梅（女） 许岳麟
孙同占 孙丽君（女） 扶 林（女） 杜 福（回族） 杨红英（女） 吴宏亮
何东亚（女） 余 伟 邹 平 张延明 张丽娟（女） 陈淑欣（女）
陈淑雅（女） 陈嘉慧（女） 武 皓 赵锡昌 胡家群 钟生贵
宫卫红（女） 袁 彪 高明礼 高树森 郭 斌 黄旭东（回族）
常文君 霍向红（女）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关于设立河南省政协济源
产城融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2020 年 1 月 4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六十条规定，政协第十
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河南省政协济源产城融
合示范区工作委员会。

（上接第一版）只要进家，丹丹不光嘘
寒问暖，而且看见啥活儿干啥活儿，就
跟自己家里一样。

王大妈视力不好，耳朵却灵。每
次丹丹进门，这边刚跨过门槛，那边大
妈就在里屋招呼：“是丹丹回来了吧。”
临走时，王大妈总是送到门外，拉着丹
丹不丢手，逢人就讲：“咦，俺这个孙女
可亲可亲哩！”

2019年冬，县里组织免费为贫困
户做白内障手术，镇村干部和家里人
动员王大妈报名参加，王大妈却说年
龄大了，死活不依。最后还是儿媳妇
一句：“你不想把眼睛弄清亮，瞅瞅丹
丹长啥样？”大妈忙不迭点头答应。

像王大妈这样的社保户，谷丹丹心
里装着很多。岗底村的李合峰、新杨庄
村的屈付见、南王庄村的宋青建、大竹
园村的柳素英……丹丹隔三差五都要
到家坐坐，聊聊家常、问问情况，给寂寞
的农家小院送去一阵笑声、几分温暖。

谷丹丹说，这些困难群众和社保
老人，不光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
上的慰藉。进屋扫个地、拉拉手，一声
问候、几句叮咛，便胜过许多财物，让
他们惦念良久。“每当老人脸上露出笑
容，感叹‘现在的干部咋恁好’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8年来，每个村子都去过多少次，看
望过多少困难群众，谷丹丹自己已经记
不清了。“反正俺村的狗见了丹丹都不
叫唤，已经是老熟人了。”胡张村党支部
书记王金停说，“平时只要有车进村，村
民一看牌照就知道是不是丹丹来了。”

到刘文祥村的次数多了，丹丹发
现有个小姑娘一年四季总是穿着一身
校服。一问才知道，因为妈妈去世得
早，爸爸又患有精神疾病，小姑娘除了
校服再没有一件新衣裳。

“一听这，我的心都碎了。可怜的
孩子啊！”说这话时，丹丹满眼含泪。

谷丹丹的姐姐在县城开服装店，
每到换季时总要把过时的衣服降价处
理。她当即就给姐姐打电话：“过时的
衣服别处理了，我全要。”第二天，丹丹
抱着一堆刚刚下架的新衣服来到村
里，挑出几件合身的送给了这个孩子。

以后每次进村，丹丹不仅给她送
钱送衣服，还对她进行心理辅导。一
向沉默的小姑娘有次突然抱着丹丹哭
着说：“妈妈，让我喊你妈妈吧。”

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谷丹丹加
入了叶县尚善爱心志愿协会，将救助
贫困儿童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由于
丹丹在义工组织里头属于为数不多的

“80后”，参加爱心活动多了，大家都
亲切地称她为“义工妹妹”。

热问题，冷处理；走直
路，拐活弯；敢碰硬，不硬碰

基层人社工作细小琐碎，却上连
国家政策，下系群众利益，既要有对困
难群众的侠骨热肠，也要有对歪风邪
气的横眉铁面。

某村有个村干部在父亲去世后还
想继续领养老金，村社保协理员没法处
理，报给了谷丹丹。丹丹当即表示这不
行。这个村干部就托人给谷丹丹通融：

“能不能活动一下，打个政策擦边球？”
谷丹丹也托人回话，就说了两句

话。一句是“咱是村里带头人，政策落
实得靠咱。这事儿活动不成，公家的
钱一分也不能多拿”，另一句是“办啥
事就缺这点儿钱了？要真缺钱了，谷
所长说借给你”。这位村干部就再也
不提多领养老金的事了。

常派庄村有一个村民，母亲长年
不在家，去世后他也不上报，冒领了 3
个月的养老金。村里社保员上门要求
退款，他破口大骂，指责村干部和社保
员和他过不去，骂得一次比一次难听。

谷丹丹听说后，要来电话号码给
他打电话：“你别再骂村干部了，这事
和他们无关。是我们镇人社所到派出
所比对出来的。”谁知对方不依不饶，

反而又把她骂上了。
过了几天，觉着这个人情绪应该

平静了，谷丹丹再次拨通电话。不料
对方骂得更起劲了。谷丹丹严肃说
道：“事不过三！你之前骂人的话，我都
一笔勾销。从现在起，你再不退款，再
骂一句，我就让你在镇里当当典型，到
县里上上电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没过多久，社保员打来电话说，
钱，那个村民退了。

谷丹丹说：“在基层工作，啥人都
能遇到，啥法都得使。人家给咱出‘疑
难杂症’，咱就得出‘偏方’。”

为了方便群众，辛店人社所办业
务从来不分上下班。即使中午吃饭，
只要有人来办业务，谷丹丹都是放下
筷子立马去。给群众办好了，再回来
继续吃。

有一年夏天，谷丹丹忙到下午一
点多才去吃饭。刚在街头烩面馆坐
下，就接到遂庄村一个村民火气很大
的电话：“恁是咋办公的？俺跑到了，
你们下班了！快过来给俺娘认证。”

谷丹丹对所里的同事说：“先不吃
了，认证要紧。”

俩人回到所里，还没给认证的老
大娘打招呼，那人就骂骂咧咧嫌他们
回来晚了，甚至想动手打人。谷丹丹
闻到他一身酒气，二话没说示意同事
赶紧认证。

认证完送走群众后，谷丹丹给遂
庄村支书打电话说明了情况，请他对
办事村民批评教育。第二天，那位村
民专门跟着支书来到所里道歉致谢。

谷丹丹对同事说：“昨天他喝醉
了，没法计较。等他酒醒后请村干部
处理，既不迁就他，又能教育他。”

不当面起矛盾，又要直起腰杆工
作，这在基层很难。“其实，说难也不
难，我摸索出来的有‘法宝’。”谷丹丹
说，那就是“热问题，冷处理；走直路，
拐活弯；敢碰硬，不硬碰”。

啥叫入户?就是进到他
家时,狗看见你都不叫唤

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叶县人社工
作重心转到了转移就业和技能培训
上。为了充分发挥人社扶贫的优势，
必须摸清每个贫困户的养老、医疗、就
业、培训等情况。辛店镇的贫困人口
占全县的六分之一，人社所工作量巨
大。用叶县人社局局长朱春生的话
说，是“人少庙小，活多事稠”。

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在不利条件
下干好工作呢？谷丹丹的办法是“依
靠团队干”。

她说的团队，不仅是她所在的辛
店人社所的 4人团队，更是她一手建
立起来的、由39名社保协理员组成的
团队。

根据社保扶贫政策，谷丹丹在全
镇39个行政村全部设立服务站，并为
每村选配一名公益岗位性质的社保
员，专门负责人社工作。

这些社保员都来自贫困户，文化
程度也不尽相同。要想让他们服务好
其他贫困户，尽快提高思想觉悟和业
务水平是当务之急。

“没有学不会的业务，只有不想干的
人。”谷丹丹每周一上午准时召开全体社
保员例会，学政策、讲精神、谈人生、论尊
严，一点一滴把大家的心思拢起来，心劲
提起来。她要求社保员对村里每个贫困
户家庭成员情况都要了如指掌，精准到

“他脸上长有几颗麻子都一清二楚”。
刚开始的时候，常常有社保员进

门入户搜集就业信息，要么吃了闭门
羹，要么人家不愿说。谷丹丹教他
们，为啥去了人家不愿说？那是你去
得太少了。一趟不中两趟，两趟不中
三趟……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终会感

动他的。“啥叫入户?入户就是进到他
家时,狗看见你都不叫唤！”

不少地方的办事大厅柜台上贴着
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往往交代办事群众
有啥事可以打电话咨询。而谷丹丹却
更进一步。每次给社保员们开会，她都
不忘嘱咐一句：“老乡来办事如果没有
办完，咱们一定要记住老乡的电话。要
么告诉老乡该怎样办，要么办好后咱给
老乡说一声，坚决不让群众跑第二趟。”

在谷丹丹的示范带领和严格要求
下，39名社保员很快成长为一个团结
精干的团队，干起工作来生龙活虎、人
欢马叫。

最让谷丹丹感到骄傲的是：“不管
啥时候，我每在工作群里发出一个消
息，后面往往是紧跟的 39个‘收到’；
每一个任务发出后，大家在第一时间
落实反馈。”

社保员团队里，大部分人年龄上
都是谷丹丹的叔字辈婶字辈，但他们
却在工作群里称丹丹为“老大”。

新杨庄村社保员常秋香说：“称丹
丹为老大，是因为丹丹心里头迟早装
着咱老百姓，俺们都服气她。”

有文采的社保员还专门为他们的
“老大”写了两首打油诗：“辛苦不喊
苦，闺女多婶叔。人民好闺女，闺女多
幸福。”“工作红艳艳，成绩亮闪闪；牡
丹花一朵，出彩大中原。”

党的那么多好政策，要让
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用得好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只有确保
贫困群众每户每人的信息真实准确，
才能实现一户一策、一人一策的精准
帮扶。

为此，人社部门要将精准扶贫的
各项政策、每个贫困户具体享受到的
政策装入档案中，由此产生了大量的
档卡资料。如医保住院报销，每报销
一次入档一次，资料最多的一户就有
四五十张。具体到辛店，全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3100多户 12300多人，可
想而知档卡资料有多少。

“这些厚厚的档案，我们看着都头
疼，贫困户就更是说不清了。每次查
找资料，都要翻上半天。”谷丹丹说。

如何让这些档案做到既精准精
细，又清晰明了？谷丹丹每天都在寻
找破题的思路。

一次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十字路
口，看着眼前闪烁变化的红绿灯，她突
然一激灵：“用四种颜色代表基层人社
工作的四个类别！”养老代表保障，就
用蓝色；就医代表温馨，就用粉色；培
训代表希望，就用绿色；就业代表收
获，就用黄色。

就这样，“四色管理法”诞生了。
把四类工作分别归纳到四种不同颜色
的册子里，所有信息都可迅速“对号入
座”，原来厚厚繁乱的台账本子变成了
薄薄的一本。

“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和政府
出台了那么多好政策，怎么能叫群众
听得懂、看得明、用得好呢？”谷丹丹继
续破题。

把各项人社扶贫政策集纳整理，制
成政策宣传明白卡；把每个贫困户家庭
成员的信息和享受社保情况汇总归纳，
制成政策落实明白卡。一张纸两面印，
一面是宣传明白卡，一面是落实明白卡，
实行双卡入户，动态更新。群众一手看
政策，一手看落实。自己能享受什么政
策，已经享受了多少政策，一目了然。

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记忆，丹丹他
们还针对部分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的情
况，将文绉绉的政策条文编成了通俗易
懂的七字歌、顺口溜，并以快板的形式
制成微视频，通过微信等进行宣传。

县交通局驻大竹园村第一书记白

保生，曾经多次因档卡精细认真受到
上级表扬，看到“双卡入户、四色管理”
档案时惊叹不已：“只要是干过扶贫
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宝’，也明白背
后有多少付出。”

接触时间长了，白保生对丹丹心
悦诚服，“别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却敢
打敢拼有办法，干起工作来一个顶仨，
赛过许多男子汉，所以我每次都称她

‘丹哥’。”
2018 年 12 月，平顶山市就业创

业扶贫现场会在叶县召开。“双卡入
户、四色管理”扶贫工作模式被市人社
局推荐为脱贫攻坚“金点子”。

2019年 6月，全省人社脱贫攻坚
培训暨现场推进会在南阳召开。谷丹
丹被邀请参会，详细介绍“双卡入户、
四色管理”扶贫工作模式，将这一工作
模式推向全省人社系统。

农村是个神奇的地方，
无论心有多大，都能施展开

一身合体的黑色冬装，一双轻巧
的运动鞋，一条乌亮的马尾辫；脸上是
灿烂的笑容，口中是悦耳的方言，胸前
一条红色围巾，像一团火在冬日里跳
跃……

这便是谷丹丹，一米六的纤弱身
躯里，仿佛充满无穷的活力。

从刚刚参加工作的稚嫩女孩，到
泼辣干练的基层干部，8年多的农村
工作，究竟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
反应？

谷丹丹说，曾经觉得农村工作处
处生、事事难；恨自己为啥不是个男的，
递根烟、喝个酒、脖一搂，啥都成了。

如今明白，只要真心为群众，家家
亲、户户近，谁都帮衬，就没有办不成
的事儿。

“来吧来吧，你们谁工作有困难都
来找我，我正愁没有问题解决哩。”她
对社保员们放出豪言。

作为大学毕业生，谷丹丹也有一
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但下乡后再没
用过。“为啥？用普通话跟老百姓交流
有距离、难交心。”

2019年春，县里举行村支书培训
班，丹丹在台上一口气讲了一上午，方
言用得炉火纯青，荡气回肠；台下 554
个村支书听得鸦雀无声，泪流满面。她
说，这是言语勾心，跟他们产生了共鸣。

谷丹丹坦言，自己是个“讲究”人，
每天不化妆不出门。刚下乡那会儿，
为了赶上七点钟的班车，每天早上五
点半就起来洗头梳妆。后来越来越
忙，只好改成两天洗一次头了。

“就这，不管到哪儿一看，我还是
最齐整哩。”说到这儿，她嫣然一笑。

……
刚强豁达的“丹哥”，也有挠头烦

心的时候。每当这时，她就开上车往
山里走。看山峦起伏，看田野收获，看
村庄烟火。转一圈回来，一切烟消云
散，满血复活。

“农村是个神奇的地方，无论你的
心有多大，都能施展开。”她说，“相比我
的付出，其实这里给予我的远远更多。”

在谷丹丹的带领下，辛店人社所
连年被评为叶县和平顶山市的先进基
层所，谷丹丹本人成了全市人社系统
的“明星”所长，被平顶山市政府记二
等功1次。

2019年 7月，丹丹作为全国“人社
服务标兵”宣讲团成员，在河南站进行
巡回宣讲。繁忙的宣讲间隙，她总要
抽时间回辛店看看。

她说，宣讲中回顾这些年的经历，
有时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有那么多
群众需要自己，自己也为他们做了一
些事；有时又有些惶恐——自己做的
不过是本职工作，组织上却给了自己
这么多荣誉……

“一回到镇里，瞬间心就定了，就
有了底气。”丹丹眼睛亮晶晶地说，“因
为这儿有我的根，有我的魂。”③4

丹丹下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