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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崔丽平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淅川县盛
湾镇黄庵村，山高路远、条件艰苦，贫困发生率
位居河南省第三。原本在淅川县信息工程学
校工作的她，毅然告别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
跋山涉水来到黄庵村。为了发展扶贫产业，崔
丽平多方考察，决定立足山区实情发展养殖
业。因为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投资，她便自己
带头干。经过多方努力，在亲戚朋友的大力支
持下，她筹措资金近 200万元，在黄庵村建成
现代化的育肥猪舍 900平方米，采用“公司十
农户”的形式，带贫了 68户贫困户，每年户均
增收约 8000元。今年 33岁的她被群众亲切
称为深山里的“养猪女神”。

而镇平县老庄镇凉水泉村第一书记王多
义则着眼“近、中、长”期发展格局，引进、协调
各项资金 2000多万元，把产业、行业、精神扶
贫抓得富有成效，贫困发生率由20.8%下降为
1%，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7000 元以
上，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48万元……

第一书记的担当作为，离不开南阳聚焦规
范驻村队伍管理打响的一系列组合拳。南阳
将驻村帮扶工作作为党建助力脱贫攻坚的一
项重要抓手，纳入目标考评和县市区党委书记
抓党建述职评议，重抓重推，强力推进。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驻村干部管理严肃工作纪
律的通知》，对驻村时间和请销假程序等作了

进一步明确，严明工作纪律，强化责任追究。
重新制定了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管
理办法》，压实了派出单位和乡镇党委的管理
责任，完善了考勤、请销假、定期汇报、督查考
评、激励奖惩等制度，确保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扎下根、沉下力、出实效。

有严管更有厚爱。为激发第一书记干事活
力，南阳市委明确提出要坚持“三个倾斜”：“表
先”倾斜，各单位在表彰先进、推选模范中要优先
考虑有驻村工作经历的干部；“评优”倾斜，驻村
第一书记年度考核实行集中考评，提高优秀等次
比例；“使用”倾斜，要在优秀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中实行“单评单推、重培重用”，及时提拔重用优
秀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树立在基层一线、急
难险重任务中培养锻炼和选拔使用干部的鲜明
导向。2019年至今有200多名驻村干部被提拔
重用，2名市派第一书记被推荐当选为市人大代
表。2020年疫情期间市选派办分两批表彰了51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各县市区共表彰
293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今年南阳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激励驻村
干部担当作为的十条措施》，明确要求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对实绩突出、表现优秀的驻村干
部，市、县两级要优先提拔使用。同等条件下，
对于符合条件且一时没有提拔使用的公务员
优先落实职级待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优先

评聘职称。对于表现优秀且任职期满回到原
单位工作未提拔的干部职工，在单位重要岗位
安排上优先予以考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
第一书记，多次勉励第一书记，关心他们的生
活和身体健康。南阳在关爱第一书记方面，也
下足了绣花功夫。据介绍，对于市派第一书记
每人每年安排2万元工作经费和30万元扶贫
专项资金，指导督促各县区分别按照不低于1
万元和 10万元的标准，为县市区选派的第一
书记安排工作经费和扶贫专项资金。除此之
外，南阳每年都为全市第一书记办理了重大疾
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安排了免费体检，在
生活上给予补助，浓浓的爱意让广大第一书记
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找准路子，才能开对方子”，南阳在不断
摸索中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气质的新路径，让脱
贫攻坚的主力军——广大第一书记，尽锐出
兵，他们喷薄而出的创富激情如澎湃的春潮，
给贫困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活力；在这片希
望的田野上，一曲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舒展
激昂，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回荡悠长。

据统计，2017年以来，南阳市驻村第一书
记共协调引进帮扶资金12.9亿多元，引进致富
项目 2741个，培育支柱产业 2401个，培育专
业合作社3018个。

““三问三问””解解码新时代码新时代““青春之歌青春之歌””
———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群像侧记—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群像侧记

老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在桐柏县的脱贫攻坚战场上，也有这
么一对扶贫父子兵，父亲是固县镇石头畈
村驻村第一书记毛多新，儿子是毛集镇王
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毛海龙。

4年间，毛多新帮助村民发展虾稻共
作、林茶一体化示范基地，从红薯规模化种
植到现代化养鸡场筹建，都有他的汗马功
劳。在毛多新影响下，儿子毛海龙新婚两个
月，就走上了驻村路，他脑子活，思路清，干
劲足，又懂电脑，很快就成为了村里的多面
手，村干部们说起这个年轻的“小毛书记”都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省委组织部的刘峰，也是第一书记
中靠实干出彩的典范。2017年11月，他从
省会郑州来到偏远的淅川县武店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武店村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约一公里，为了保护水质，“有山不能牧，
有水不能渔”。为改变村里面貌，三年来，刘
峰深入田间地头，泥里来、雨里去，顶风冒雪
行走在扶贫路上，磨破了三双结实耐穿的
运动鞋，驻村工作日记《石榴花开》已记录了
11卷约90万字。他立足实情，探索走出了
一条“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科技支撑、教化
铸魂”的“武店路径”，使武店村仅用3年时间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年 4月，中组部召开基层党建工
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强调要进一步把第一
书记这支队伍选派好、管理好、使用好。

供需如何对接？南阳拉高选人标杆，把
素质过硬、作风优良、肯于吃苦、责任心强作
为选派第一书记的基本标准，把农村工作经
验丰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后备干部作为优
选对象。

为了避免拉郎配，南阳按照“党务干部
到软村、政法干部到乱村、经济部门到穷

村、涉农部门到专业村”的原则，坚持把派
驻村实际与部门特点、行业优势、干部特长
相结合，把干部派驻到最合适、最需要的村。

淅川县大石桥乡陡岭村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不便，选派县交通局的全建宏驻
村，着力帮助改善交通条件；方城县古庄店
镇官庄村缺乏特色产业，该县组织部派方
城县农业农村局王欣东任第一书记，他带
领群众发展艾叶、大葱、红薯、花生种植和
黄牛、山羊、蜜蜂养殖等，探索种养结合、特
色经济作物与常规农作物共同发展的路
子，助推精准扶贫。

南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恒德表示，
为实现精准派驻，让第一书记发挥1+1>2
的作用，南阳全面分析贫困村的资源禀赋
和短板弱项，结合派出单位的优势和第一
书记个人特点，实现优势互补、合理搭配。
对需要加强“两委”班子的村，选派熟悉党
务工作的同志；对缺少支柱产业的村，选派
农业、林业等单位同志；对于基础设施薄弱
的，选派水利、交通等部门的同志，实现因
需选派。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让第一书记
切实发挥作用，南阳对第一书记及时动态
调整。一是第一书记出现因病、工作调整
等情形不适宜继续驻村工作的，由派出单
位及时报同级组织部门进行动态调整，今
年以来调整了第一书记 31名。二是对表
现不好、工作不力的第一书记及时召回。
今年以来召回2名第一书记，并进行公开通
报，确保了驻村帮扶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三是结合第一书记任期及工作情况适时
轮换，2017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共调
整驻村第一书记 708人，2020年 3月又新
派 118名市派第一书记，确保帮扶力量强
势集聚。

一问 第一书记如何选准配强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正在装修的方城县第一书记展馆内，
既有驻村工作重要文献、有关政策，也有第
一书记奉献青春、扎根基层的感人故事，全
景展示了中央和省市县在党的建设、“三
农”工作、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取
得的丰硕成果。

而这只是南阳夯实第一书记培育工程
的一个小切面。近几年，南阳围绕第一书
记“三问”，形成了“一个讲坛、一本书、一
个展馆、一部戏曲、一个报告团”的“五个
一”规模阵容，我们清楚看到：乡村书记大
讲坛期期火爆，《如何当好第一书记》成为

第一书记交流学习的掌中宝，以《使命》为
题反映第一书记的现代戏已启动，第一书
记巡回报告团场场宣讲感染力爆棚，全省
率先建成的第一书记展馆更是吸睛力作。

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永说，南阳
共有第一书记1707名，为了让贫困群众脱贫
立志、增收致富，他们带着组织的信任，肩
负使命与责任，离开了熟悉的城市，来到了
“水土不服”的乡村，扑下身、沉下心、扎下
根，在乡村的广阔天地里，书写着奉献的诗
行与奋斗的篇章，为建强基层组织、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力支撑。

□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董振亚

——铁腕练兵强筋壮骨

8月 30日
下午，由南阳
市委组织部主

办，南阳乡村干部学院部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承办
的南阳市第四期““乡村乡村书记大讲坛”驻村第一书
记电商培训班举行结行结业仪式，收获满满的学员掌
声雷动，激动不已已。。

南阳市体育局驻淅川县寺湾镇柳林沟村
第一书记房保锋学得专注，讲得更是动情，他深
有感触地说，经过4天紧张的学习培训，感觉就
是一场电子商务在农村广泛运用的头脑风暴，
生动直接的现场观摩直播带货、课堂带货实操，
为大家打开了崭新的大门，“回去后要认真研
判，学以致用，让直播带货成为群众脱贫增收的

‘新农具’。”
而这只是一个缩影。为让驻村第一书记

短时间内适应农村环境，尽快展现作为，南阳在
促进他们业务提升方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驻村干部量身定制培训“菜单”、组合培训

“套餐”，提升履职能力。另外，根据“各级选派、
分级管理、全面培训”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全方
位的培训，促进驻村帮扶队伍解放思想、提升业
务技能。

在市级层面。4月13日，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南阳市委组织部召开“发挥尖兵作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全市驻村干部业务知
识培训会，把进一步提升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
贫攻坚的能力和做好农村工作的水平作为培
训重点，切实提升第一书记在基层的组织力、号
召力和执行力。

4月27日，为切实解决各地疫情期间农产品
滞销问题，南阳市委选派办又组织市派、县派第一
书记参加农村电商培训网络公益课专题培训。

除此之外，南阳还在全省首创“乡村书记大
讲坛”，由南阳市委组织部主办，南阳乡村干部
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承办，邀请市扶贫办、
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同志、高校专家和脱
贫攻坚先进人物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进行专题辅导，提升驻村第一书记助推脱
贫的能力。截至目前，已举办4期，培训600余
人次。

在县级层面。各县市区选派办围绕注重脱
贫攻坚政策、精准帮扶方式方法、农村工作方法、
第一书记“四项职责”等方面内容的培训,特别注
重聚焦主责抓党建、抓支部带支书、培养带头人、
完善村级管理制度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形式多样
的培训，助力驻村干部能力提高。

除了培训，还有四大关键招，招招管用。第
一招是，举办“怎么当好驻村第一书记”理论研
讨会。围绕“怎样当好第一书记”这一主题，通
过征文活动和现场探讨挖掘、总结工作中的好

做法、好经验，结集出版成书，对优秀做法和先
进经验进行推广。第二招是举办座谈会。南阳
市委组织部每年都组织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会，
通过座谈，进一步了解驻村干部在工作开展中
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给予解决。第三招是通
过观摩比武相互交流。将驻村帮扶工作成效纳
入乡镇每季度“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整县提
升”“支部书记大比武”等观摩活动，每季度进行
观摩，激励第一书记比着学、赛着干，将他们的
潜能充分激发出来。第四招是严格考评求实
效。围绕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四项基本职责”和

“十项帮扶任务”，结合驻村第一书记年中、年度
考核评议，每半年进行一次“四色”评定，蓝色代
表“优秀”等次；称职的是绿色，代表“较好”等
次；有问题预警的是黄色，代表“一般”等次；问
题比较突出、已经报警的是红色，代表“较差”等
次。全市共评定蓝色第一书记329名，绿色第一
书记523名，黄色第一书记650名，红色第一书
记176名。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形成学、比、
赶、超良好氛围，极大激发了第一书记队伍活力。

唐河县源潭镇蔡庄村第一书记彭叶，为培
育支柱产业，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
先后成立了三个村集体农业种植合作社，“三年
来，俺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说话粗声大气的‘乡
下妞’，一开始两眼一抹黑，到如今的农村农业、
村里事务门门清，感恩组织的大熔炉和各种‘大
练兵’。”

①淅川县九重镇武①淅川县九重镇武
店村第一书记刘峰在省店村第一书记刘峰在省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成果展销中驻村第一书记扶贫成果展销中
心心，，为村里扶贫车间生产的众福祥牌为村里扶贫车间生产的众福祥牌
凤凰蛋卷进行凤凰蛋卷进行““55..2020 爱爱··助农助农””电商直电商直
播带货播带货

②国务院研究室驻淅川县毛堂乡②国务院研究室驻淅川县毛堂乡
银杏树沟村第一书记王涛正在给村里银杏树沟村第一书记王涛正在给村里
贫困小学生上英语课贫困小学生上英语课

③方城县二郎庙镇西吴沟村第一③方城县二郎庙镇西吴沟村第一
书记张学克在手套车间了解生产进度书记张学克在手套车间了解生产进度

④西峡县重阳镇洪湖村第一书记④西峡县重阳镇洪湖村第一书记
杜娟杜娟（（左一左一））察看猕猴桃种植大户猕猴察看猕猴桃种植大户猕猴
桃生长情况桃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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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⑦

⑧⑧

⑨⑨

⑤南召县马市坪⑤南召县马市坪
乡竹园庙村第一书记乡竹园庙村第一书记
张亦飞张亦飞（（右三右三））在田间在田间
地头向贫困户讲解扶地头向贫困户讲解扶

贫政策贫政策
⑥淅川县厚坡镇岗西村第一⑥淅川县厚坡镇岗西村第一

书记严晓峰在小龙虾精养池查看书记严晓峰在小龙虾精养池查看
长势长势

⑦社旗县朱集镇杨庄村第一⑦社旗县朱集镇杨庄村第一
书记毛明和驻村干部帮助贫困户书记毛明和驻村干部帮助贫困户
清理积雪清理积雪

⑧方城县广阳镇新集村第一⑧方城县广阳镇新集村第一
书记陈厚民为观摩团介绍葫芦烙书记陈厚民为观摩团介绍葫芦烙
画产业发展情况画产业发展情况

⑨邓州市高集镇大贺营村第⑨邓州市高集镇大贺营村第
一书记李新洲与群众一起抗旱一书记李新洲与群众一起抗旱

二问 如何召之即来战则必胜

三问 如何澎湃动力激发作为 ——严管厚爱有畏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