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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支部”夯实脱贫攻坚

3月2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到伊川

县调研扶贫攻坚时强调：“伊川脱贫摘帽，关系全

局，务必高度重视；伊川脱贫摘帽，压力不小，务必

保持清醒；伊川脱贫摘帽，贵在精准，务必对症下

药；伊川脱贫摘帽，关键在做，务必实战为先；要求

伊川要勇于担当、真抓实做，为全市脱贫攻坚树好

标杆、当好示范。”

骨头“硬”，任务更“硬”。伊川是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非贫困村里贫困人口多是伊川县脱贫

攻坚的“难点”。全县359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56

个，非贫困村303个。建档立卡贫困户17281户

67012人，其中未脱贫11199户41262人。

抓扶贫必须抓党建，抓党建就是抓扶贫。伊川

县在全县开展以“农村党建星、经济发展星、乡风文

明星、社会治理星、生态文明星”为主要内容的“五

星支部”创建活动，夯实脱贫攻坚。在原有帮扶机

制基础上，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人均不超过40户

的原则，从县乡两级抽调优秀干部587名充实驻村

工作队伍，奔赴“五星支部”创建和脱贫攻坚一线。

脱贫攻坚，重在党建。担当先行，效果显现。

伊川县涌现出了一大批驻村工作先进典型。如：洛

阳日报社驻半坡镇孙村第一书记付跃武；有利用所

学专业为民造福的伊川县林业局林业技术指导站

的副站长，孙沟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范遂卿；有被群

众称为“亲人”、“贵人”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张丹丹；

有新婚第二天就重返脱贫攻坚一线的白沙镇焦王

村驻村工作队员田亚非；有脱下警服，驻村不顾家

的驻高山镇谷瑶村第一书记范友强，等等。

脱贫的军令状不是戏言。习近平总书记说，组

织部门要把脱贫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

要依据，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今年以来，伊川县

先后调整村党支部书记26名，对52个村级班子进

行充实，已提拔了3名副科级和1名正科级干部；在

2017年9月底、2017年年末、2018年5月份，将分

三次从所有驻村工作队员中开展“驻村工作标兵”

评选活动，每次20名，被评选为标兵的人员，符合干

部任用条例的予以提拔重用。

浩荡东风阔，征程催人急。脱贫，希望所在；攻

坚，力量所在；小康，目标所在。伊川县省、市、县、

乡599名驻村干部正勇乘东风，脱贫攻坚的路上所

向披靡，征程上的堡垒，正一个个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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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洛阳日报社人力资源

处副处长付跃武接受组织上的任命，赴

伊川县半坡镇孙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那一年，付跃武50岁。付跃武老家在伊

川县江左镇五里头村，距孙村七八里。

所以，付跃武说：“我驻村就是回到了家

乡。就要实实在在住下来，全心全意干

好，带着父老乡亲早一天脱贫奔小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精准

建档立卡方面，付跃武与村党支部一班

人，对问题一村一村查找，对档卡一户一

户校准，对帮扶一项一项抓实，对资金一

笔一笔审核，对政策一条一条落实，对责

任一级一级到人，确保实现“三个零差错”

“三个明显提高”。在伊川县档卡资料评

比中，孙村的档卡资料被评为前三名。

为确保全村118户贫困户468人

稳定脱贫，付跃武认真做好脱贫规划，

强力推进精准扶贫，办好惠民实事。先

后投资90余万元建起了集体养鸡场一

座、养猪大棚一个、扶贫车间一个，对

118户贫困家庭进行了全覆盖。

在平时的驻村工作中，付跃武经常入

户走访，引导党员干部要关心关爱贫困户、

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帮助

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今年3

月，他联系伊川县科技局在孙村举办了一

期食用菌培训班，参加培训群众64人。

两年来，付跃武帮助孙村先后修扩

道路两条4.5公里，架设路灯300余盏，

建文化广场3个、爱心书屋1间，打生

活、生产用井4眼，配备健身设施13件

（套）；协调争取帮扶单位捐款捐物折合

人民币50余万元。付跃武由最初的门

外汉变成了驻村帮扶的行家里手。去

年，他被洛阳市委、市政府评为“社会扶

贫先进个人”，今年年初，被洛阳市委组

织部驻村办评为“先进个人”。

谈起经验，付跃武说：“作为第一书

记，首要的是把党支部建成特别能战斗

的堡垒。其次，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观

念，增强脱贫致富的志气和能力。第

三，为老百姓干实事，赢得信任。”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吃水都

比吃油难。村里没有党群服务中心和

村民活动广场，村内大部分道路还是土

路，村容村貌建设落后，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多，占全村人口的43.5％……这是

伊川县鸦岭乡高沟村2015年9月前的

真实写照。

2015年9月，按照洛阳市纪委扶贫

工作的安排，纪委监察室一室副主任孙

珂来到高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孙珂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先从改变

高沟村的面貌入手，开展“基础设施扶

贫”。争取资金实施了供水、道路、文化

广场、村部和道路亮化“五大工程”，修

建道路2.6公里、两个1000平方米的文

化广场、村民服务中心，安装了100余盏

太阳能路灯，改变了高沟村基础设施落

后的面貌。特别是在高沟自然村和李

家湾自然村建成了无塔供水设施，修建

3000米用水管道，解决了群众反映最强

烈的用水困难。

村容村貌的改观，极大地调动了贫

困户脱贫奔小康的信心。孙珂发挥到户

增收、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的扶持引导作

用，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因户施策，精准

扶贫。建设30kW光伏发电站，为30户

贫困户每年增收3000元；发展外出务工

75户125人，发展特色养殖28户，发展缝

纫加工16户，发展其他产业14户。

在洛阳市纪委主要领导的协调下，

孙珂引进了鑫洛农牧集团，在高沟村投

资3000万元建设了1.2万只规模的养

羊基地。该集团每年固定为每户贫困

户分红1万元，基地建成后可带动高沟

及周边村300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孙珂不仅在精准扶贫上做足“绣

花”功夫，也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

上。他先后协调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中

心医院到高沟村开展义诊活动，对200

余名群众进行免费诊治。2017年3月，

洛阳市纪委为高沟村68名留守儿童送

来了价值1万元的学习用具。2016年

和2017年春节前夕，协调价值2万元的

米、面、油开展“送温暖”走访活动。

两年来，在孙珂的引导下，高沟村

党支部新发展预备党员两名。随着新

鲜血液的输入、支部力量的充实、扶贫

项目的实施，高沟彻底变了。孙珂说：

“扶贫，就要精准，就要彻底拔除穷根！”

村内道路洁净，路边的太阳能路灯

引人注目；文化活动广场，体育设施一应

俱全；图书室内，孩子们正在专心阅读；

漂亮的戏楼内，几个老人正在聊天……

看到这一切，你能相信这是一个贫

困村吗？但两年前，这个村是个不折不

扣的贫困村。

伊川县吕店镇孙沟村是个革命老

村，省定贫困村，全村254户945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125户。

“这些变化都是驻村第一书记范遂

卿带领支部抓党建抓出来的！”孙沟村

党支部书记张社会说。

范遂卿今年38岁，是伊川县林业局

林业技术指导站的副站长，也是孙沟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

争创“五星”党支部是范遂卿驻村后

的第一招。为了把村党支部打造成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堡垒，范遂卿带领

村党支部，建立健全了“村‘两委’议事规

程”“党员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并组

织党员开展“党员戴党徽亮身份”“党员

包贫困户”“党员带头环境整治”等主题

活动，并在“七一”前对优秀的党员进行

表彰，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全体党员。

如今，在孙沟村，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和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每到党员活动日，党员们都

采取各种形式帮扶群众。群众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许多年轻人积极向党组

织看齐，目前，已发展预备党员两名，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3名。

党旗飘起来，党员、干部站出来，贫

困群众才能动起来、富起来。范遂卿充

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利用村里2000

多亩的荒山荒坡优势，带领党员干部发

展林业。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和育

苗技术，包回收苗子，指导繁育刺槐27

亩，仅此一项就带动了18户贫困户脱

贫。推广花椒种植450亩，预计两年后

每亩收益达1万元左右，预期年可实现

人均增收1000元左右。

为老百姓想得多，干的实事就多。

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范遂卿争取扶贫

资金80余万元，建起了芽苗菜厂、鞋业

加工厂、腐竹厂三个扶贫车间，安置留

守妇女就业36人。建设光伏扶贫发电

站项目300千瓦，年可创造集体收益18

万元。

基层组织强不强，工作实效来检

验。孙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25户，目

前已脱贫118户，仅剩7户未脱贫。“我

是驻村第一书记，我必须让每一个贫困

户脱贫奔小康，绝不会落下一户！”范遂

卿充满信心地说。

“俺老两口都有心脏病，生活困难，

全靠国家救济。原来住的房屋漏风漏

雨，多亏了俺村的邢晓鹏书记，他帮俺

把危房改造好了。往后刮风下雨天，俺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伊川县白元镇

王耆店村贫困户刘聚才感激地说。

白元镇王耆店村是省定贫困村，全

村222户1001口人，其中贫困户40户

190人。2016年5月，邢晓鹏被伊川县

组织部派到王耆店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在驻村调研中，邢晓鹏发现有4户贫

困户的房子都是危房。当他满怀希望准

备给贫困户申请危房修缮资金时，贫困户

却一口拒绝。贫困户刘钢锁说：“俺家去年

看病的钱还没还呢，没钱修缮房屋，凑合着

住吧。”邢晓鹏听到刘钢锁的话后，当即为

每户垫资3000~4000元先修缮房屋。

如今，这4户贫困户已经全部住进了

修缮一新的房屋。贫困户张雪兴逢人就

说：“没有邢书记的帮助，住这么好的房屋

想都不敢想！邢书记就是俺的亲人！”

“晓鹏书记不仅垫资为贫困户修缮房

屋，还资助贫困户上学的孩子，帮贫困户

办大病救助，为贫困户办的好事多！为村

里办的好事更多！”王耆店村党支部书记

胡顺星说起邢晓鹏办的好事如数家珍：为

村里争取资金85万元，硬化道路，装上了

太阳能路灯；协调市老干部局为村幼儿园

和文化书屋捐赠玩具、课外教材等；协调县

民政局为老年活动室送去帮扶资金3万元；

协调县老促会整修提灌站项目资金10万

元；协调县文化局为文化广场赠健身器材；

协调伊川县艾斯特变压器厂捐变压器；协调

县文化局投资25万元，修建文化广场；协调

县电业局投资20万元进行农网改造。

驻村第一书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

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村“三委”班

子的工作激情。

2013年，一名山东的老板在王耆店

村承包了176亩土地种植芦笋。后来，

由于资金出了问题，这名老板扔下刚刚

种下的芦笋苗，溜之大吉，村党支部书

记胡顺星接下了“烂摊子”。

王耆店村40户贫困户多数因病致

贫，能力不足，又缺乏资金。2016年11

月，胡顺星拿出了66亩芦笋田，分给了22

户贫困户，每户3亩，贫困户只要支付每年

400元的土地租金，再无任何费用。

家里人不理解，朋友都说：胡顺星傻

了！但胡顺星却说：“人家来驻村的邢书

记都能处处为贫困户着想，俺一个老党

员这点损失算啥？”

伊川县江左镇白土窑村为省定

贫困村，全村227户1080人。有贫

困户71户255人，主要致贫原因是

因病、因残、缺技术。

如今，白土窑村71户贫困户实

现了一户一策的脱贫方式。43户贫

困户参加新大家庭农场贷款分红项

目，3户贫困户参加朗宸蛋鸡养殖贷

款分红项目；享受到户增收项目搞

养殖的有29户，实行代养模式15

户；种植皂角的有26户；通过劳务输

出外出务工56户103人。

白土窑村委主任杜向阳说：“这

一切都得益于党的扶贫好政策！更

要感谢驻村第一书记张丹丹！”

张丹丹，伊川县政协办公室副

主任。 2014年初，她主动请缨，到

偏僻落后的白土窑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她刚到村里时，有群众疑惑，一

名女同志，一个城里人，能给村里带

来啥变化？明显是来“镀金”的。

张丹丹说：“当看到村里简陋潮

湿的住宿条件时，我确实没有想到，

但自己是一名党员，既然下来了，就

要住下来，待得住。”

吃住在村，逐家逐户走访群众、

了解实情，不管是贫困户还是非贫

困户，她都认真对待，把群众当自己

的亲人。几个月下来，张丹丹彻底

摸清了白土窑村的家底。

“只有掌握了村里的真实情况，

和群众不讲外行话，群众才有可能

亲近你、相信你。”张丹丹说，驻村第

一书记必须对村情民情做到心中有

数，才能帮助老百姓理清发展思路。

在政协机关的支持下，张丹丹

的脱贫发展思路一个个在实现。为

村里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86盏；利

用废弃的村小学，创建老年活动中心

幸福院；协调县文广新局，修建文化

广场；通过代养和分红等形式搞养

殖，增加贫困群众的固定收入；利用

荒山坡岭，引进皂角树种植；积极牵

线搭桥，组织劳动力外出务工……

贫困户马新芳突然去世，她上

门慰问，二话没说从自己的口袋里

掏出500元钱塞到马新芳儿媳妇牛

肖锋的手里，帮忙办理丧事；2016年

下半年，市场上畜牧盐不好买，养殖

户们找到她，她亲自到县盐业局联

系，给养殖户送来两吨畜牧盐……

三年多来，张丹丹的一言一行，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今走

进白土窑村，无论白发苍苍的老人，

还是刚上学的小孩，只要问起张书

记，大家没有不认识的。同龄人都

亲切地称她为“丹姐”。

“张书记一个女娃儿，整天为俺

村起早贪黑地干，为群众排忧解难，

她是群众的亲人，俺村的‘贵人’！”该

村老党员杜根建眼里充满了感激。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8月1日，伊川县鸣皋镇东

叶寨村的文化广场上传来了铿锵有

力的宣誓声，这是该县检察院选派

的第一书记史利伟在村里召开的一

次特殊的党员大会。

东寨村共有1105口人，其中贫

困户94户，贫困人口427人。

2014年9月，史利伟驻村的第

一个月，就带领村“三委”成员走家

串户，访贫问苦。

针对村室简陋、办公条件差、服

务能力弱的问题，他协调资金6万余

元在该村村室的基础上建设了社区服

务中心。为解决群众文化阵地匮乏、

道路污水横流、学校电脑短缺的问

题，史利伟与东寨村“三委”干群在

县检察院党组的支持下，投资20多

万元建设了排污管网系统，铺设管道

3500米，硬化道路3000米，安装水池

200个；建成了1800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协调县检察院资助5万元为村小

学配备电脑十余台；协调县老促会为

学校修建1000多平方米的阳光操场，

并把校舍重新改建，使校园焕然一新。

在驻村近3年来，史利伟总结出了

一套脱贫办法：发展党员的同时，引导

党员致富带头人通过领办、创办产业基

地和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

卢现民就是史利伟发展的党员

致富带头人之一，他在村里投建的养殖

基地，吸纳贫困户30户。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郭向伟和韩战营建起了养殖

场，解决了26个贫困户的生活难问

题；村民李社伟建起了顺祥鞋业加工车

间，使28个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在采访中，笔者随着史利伟来到

了特困户王念立的家中，王念立80

多岁的母亲在屋里念叨着史书记的

名字走了出来。“利伟还没到家，我都

知道是他来了，从盖新房以来呀，那

脚步声、那声音我可是记得再清楚不

过了！”原来，在王念立危房改造中，

史利伟天天到现场帮忙，王念立的老

母亲感动得天天念叨史书记的好！

据了解，2014年以来，东叶寨

村已经有84户贫困群众在史利伟

的带动和帮扶下摘掉了“贫困帽”。

因为驻村，家里所有的事儿全

部落在妻子一人身上；因为驻村，年

迈的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重症监护

室，不能在床前尽孝；因为驻村，有

病也顾不上去医院；因为驻村，没有

按时吃过一顿饭……

这就是伊川县公安局驻高山镇

谷瑶村第一书记范友强的亲身经

历。但他却说：“在岗位上打击违法

犯罪是工作，驻村帮助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我更自豪！”

伊川县高山镇谷瑶村有贫困户

83户 372人。主要致贫原因是因

病、因学、因残、缺技术、缺劳力。

2016年5月，伊川县公安局水

利派出所所长范友强被组织派驻谷

瑶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从所长到

驻村第一书记，角色的转变，范友强

说：“刚开始真有点不适应。”但很

快，他脱下警服，换上便服，迅速融

入群众中。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

他第一件事就是走访群众，“户主、

人口、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在

他的扶贫日记上记得清清楚楚。

驻村不到一个月，他结合自己

的工作经验，就设计出来了“贫困户

帮扶工作联系卡”“贫困户基本信息

统计表”，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与好

评，为脱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瑶村虽穷，但相当大一部分农

民具有蜗牛养殖经验和制鞋、服装加

工技术，受制于缺乏经营场地、设备

和设施，这一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为了使谷瑶村贫困户彻底脱贫

奔小康，范友强带领村“三委”班子多

次到伊川县南府店社区学经验，并与

南府店社区结为“帮扶对子”。他们的

诚心感动了南府店社区党委书记张龙

安,南府店社区投资200多万元，帮助

谷瑶村建设了脱贫攻坚产业园。

如今产业园集鞋业加工、蜗牛

养殖、光伏发电于一体，预计每年可

增加集体收入10万余元，带动贫困

户40余户脱贫。

在驻村工作中，范友强时刻把群

众的忧困放在心头，为民办实事。一

年多来，为谷要娃、谷建卫、王彦克等

贫困户申请解决临时救助资金2.4万

余元。看到谷瑶小学的学生午休打

地铺，他想方设法为该校学生解决午

休用床30张，受到师生的称赞。

如今，谷瑶村里的道路硬化了，

路灯装上了，安全饮水工程实施

了。公安民警敢拼、敢干、善拼、善

干的精神在范友强驻村扶贫的道路

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驻村第一书记史利伟（左）在鞋业扶贫车间和

工人交流

伊川县县长李君（中）冒酷暑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左）雪夜慰问贫困群众

□本报记者黄红立

洛阳日报社驻伊川县半坡镇孙村第一书记

付跃武：乡土植下“富裕梦”

洛阳市纪委驻伊川县鸦岭乡高沟村第一书记

孙珂：精准帮扶拔穷根

伊川县林业局驻吕店镇孙沟村第一书记

范遂卿：为脱贫攻坚筑“堡垒”

伊川县组织部驻白元镇王耆店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邢晓鹏：真心把百姓当亲人

张丹丹：群众眼里的“贵人”
伊川县政协驻江左镇白土窑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

伊川县检察院驻鸣皋镇东叶寨村第一书记

史利伟：帮到点上 扶在根处

伊川县公安局驻高山镇谷瑶村第一书记

范友强：警徽在扶贫中闪光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葛高远

□通讯员赵怡

□通讯员葛高远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刘梦雅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葛高远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葛高远

□通讯员董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