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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丙宇实习生刘亚鑫文/图

新乡市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四

驻村第一书记既是中央政策的落点，也是精
准扶贫的支点，成为精准扶贫联通上下的中坚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因村派人要精准”，一
个重要内容就是选准驻村第一书记。只有选准派
强第一书记，才能推动脱贫致富工作取得成效。

新乡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开展驻村工作，把人
选准、把人管严、把事干实，全市共有992名驻村
第一书记投身脱贫攻坚战场。他们深入基层一线
访民情、解民忧、帮民富，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同时该市加强第一书记日常管理，实行
市、县两级第一书记省、市平台双签到，建立县
（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组成的考勤工作微信
群，定期进行通报。新乡市通过科学管理第一书
记，让其成为脱贫攻坚中的“主力军”，精准扶贫路
上的“主心骨”，切实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促进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本组报道的4名驻村第一书
记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俺想让王书记把户口迁到

霸寨！”9月10日，今年75岁的原

阳县福宁集镇霸寨村老党员胡发

田拉着记者说，“王书记给俺村办

了这么多事，俺可都不想让他

走！”

其实，这已不是胡发田第一

次拦着王书记的道了。

胡发田嘴里念叨的王书记，

是原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胜

杰。王胜杰2017年初被派驻到

该村，按照驻村安排，一年后就可

回单位工作，可到了今年春节，因

为胡发田在全村党员会的一个要

求，王胜杰又开始了驻村的历程。

在党员会上，胡发田要求新

任村支部书记刘吉凯：“听说王书

记马上就要走了，你要是留不住

他，俺们就要给你说道说道了！”

顶不住压力，春节过后上班的第

二天，刘吉凯就领着全村党员和

村民共20多人来到原阳县交通

运输局，请求王胜杰继续驻村。

胡发田的愿望实现了，王胜

杰不走了。王胜杰办了什么事？

让村民们这样百般不舍。

真心为民无止境

“这件事不解决，霸寨村就

不能算脱贫！”王胜杰说完眼眶

湿润了，声音也有些哽咽。这件事指的就是村里的贫

困户赵绍社，妻子患有痴呆症并瘫痪在床，孩子刚满

两岁，一家三口住在村头一间用石棉瓦搭成的破房子

里。

王胜杰驻村入户时发现了赵绍社，家里的情况让他

感触颇深，于是一直惦记着怎么让赵绍社一家住进不透

风不漏雨的房子。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用宅基地与村

民刘庆堂置换了屋子，王胜杰督促着房子粉刷、加固，锅

碗瓢盆也是样样俱全，赵绍社跟邻居聊起来说：“以前，

过年俺都吃不上这么多肉！”

可惜好景不长，刚住进新房子不到一年的赵绍社因

脑溢血在今年4月去世了，这让王胜杰心里十分难受，每

每提起这件事，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主动申请脱贫，自己达到脱贫的标准了，就把这

个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稳定脱贫的王应强满脸笑容

地告诉记者。

2015年的时候，因在工地干活伐树，王应强的右腿

不慎被绞入机器导致截肢，他从那时起便一蹶不振，思

想也十分消极。王胜杰了解情况后，鼓励并介绍他去电

动车维修厂里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培训，他回到村里

做起了维修活儿，屋子里摆满了电动车的零件，上门找

他修车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等我攒

够了钱，还想开一家电动车门店，维修销售两不误！”王

应强自豪地说。

为26户贫困户实施危房改造和安居工程，为34户

贫困户签订公益岗位，为群众联系医院送医进村……有

关贫困的事，王胜杰都记挂着。

村民利益无小事

还没走进霸寨村，一阵阵的泥土清香就飘满了进村

的路，路两旁的花生地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村民

们弯着腰忙得不亦乐乎，享受着秋天的丰收，而这些花

生地可是霸寨村第一书记王胜杰苦口婆心争取来的。

通过与原阳县农林畜牧局协调，王胜杰在该村实施

了600亩的花生种植基地，从种子、农药到技术指导实行

一站式服务。功夫没白下，仅这一个项目，就直接给村

里增收30余万元。“我得让俺村的村民都有地种，明年目

标争取2600亩地，最少也要1500亩。”王胜杰说。

村民赵玉贵家的三层小楼，就在霸寨村村委会旁，

王胜杰来了之后，村里的变化他是全看在眼里。“以前这

大队就是几年破瓦房，院里的草长到了膝盖以上，是要

多破有多破。这两年房子重新盖了，我看这房子中，比

我的气派多了！”赵玉贵告诉记者。

除了翻盖村委会，王胜杰驻村之后，为村内修路6.5

公里，入村主路4条，村内90%农户实现户户通；同时修

建村卫生室、文化广场、老年娱乐中心，并配备了相关体

育器材；全村实现了有线电视、宽带、手机网络全覆盖。

之前，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

漆漆的。“原来村里没有路灯，全是泥巴路，俺家离广场

二三十米我都不愿意出来，现在我每天都去广场溜达，

也不怕看不清路了，这都是王书记的功劳啊！”一位村民

告诉记者。

“霸寨村的交通比较方便，在村头那片空地建一个

标准化仓库，面积有8亩，肯定不愁往外租，一年都能多

增收十几万。”王胜杰高兴地提起村内之后的发展。

4年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事？对于

马卫民来说，从2014年到2018年，他完

成了从新乡市政府办公室法制协调室科

长到封丘县留光镇短堤村驻村第一书记

的身份转换，实现了短堤村“脱胎换骨”的

脱贫。“在这里待了这么几年，我也不清楚

什么时候会离开，可能会等到短堤的大

家不需要我了吧，我东西不多，卷起铺盖

说走就走了！”无论问到什么事儿，马卫民

总会用最风趣轻松的语气回答，包括何

时结束驻村工作。难怪短堤村的村民

们，无论谁见到他，都会先笑上一笑。

细致入微：小事当成大事办

9月6日，记者来到短堤村村委会，

着实因眼前的热闹场景吃了一惊：几十

个村民热火朝天地包饺子，广场上的30

多张桌子早已整齐地摆放到位。“等到把

‘好婆婆’‘好媳妇’表彰完，就开始吃饺

子！”马卫民高声说道，“这饺子宴是专门

给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借着表

彰大会，再把这敬老爱老的孝道强调强

调。”

广场上人多，趁着马卫民张罗其他

事时，记者穿梭在广场上的村民间，问了

好几个人：市里派来这个马书记好不

好？得到的不仅仅是“马书记好”，还有

一个又一个“马书记怎么好”的故事。

柴松银是短堤村有名的贫困户，家

中不幸失火烧坏了下肢，没钱住院治疗，

烧伤处细菌大量繁殖引发了败血症，危

及生命。马卫民奔波于镇政府、民政局

和医院之间，让柴松银及时做了手术；贫

困户柴承高虽身有残疾却坚持自食其

力，在马卫民的帮助下贷款养了5头牛，

每天割草、喂牛、清理牛棚，忙得是不亦

乐乎；贫困户柴祖镇的儿子先天性脑瘫，

前些年给孩子看病让他陷入了繁重的债

务中，马卫民积极为他家申请各项扶贫

政策，有事没事就跑去他家看望；而对于

短堤村小学的孩子们来说，校园路面硬

化了，新建了漂亮的篮球场，更换了新桌

椅，还添置了好几千册图书。

在马卫民的积极奔走下，短堤村新

修道路1600平方米，硬化村小胡同10

余条4000平方米，建设村排水沟870

米，协调人行道砖4.5万块，硬化人行道

700平方米。街道两旁栽种了樱花树

300棵，安装路灯60盏……

短堤村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村，

全村351户村民全靠种地为生，仅贫困

户就有108户 357人，而现在，仅剩下

23户63人。“既然来扶贫了，短堤村的

事，对于我来说都是大事，我做得还不够

啊！”面对村民一个又一个的夸奖，马卫

民却十分平静。

目光长远：谋划项目后劲足

“看，那里是我们的养鸡棚，村里所

有的养鸡户都在那里。”与马卫民在村委

会广场上攀谈，他指着远处的几个大棚

告诉记者。“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了，不是

马书记引导俺们在这建标准化大棚，俺

就断了收入喝西北风了！”养鸡户柴松瑞

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了让村里的几个养殖大

户继续养鸡，马卫民东奔西走，积极为他

们协调用地，并引导他们按照国家标准

建起8个标准化养殖大棚，有利于其持

续发展。集中养殖还带动了贫困户就

业，带动了5家贫困户增加收入，一人一

个月能挣1200元。

除了发展这几个大棚，为使短堤村

“挖穷根、改穷业、换穷貌”，平日里不善

言辞，从不张口求人的马卫民一次又一

次地在会议室门口“堵领导”“闯部门”，

为的就是给村里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

金。自从当了这个“第一书记”，马卫民

说得最多的三句话是：你有啥致富好信

息？你们单位有啥好项目？帮忙问问，

哪个单位还有好项目？大家都为他的诚

心所打动，不少部门放心地将项目落在

了短堤村，有的甚至还追加投资。

“光种小麦、玉米，出劳力、成本费不

说，每亩最多能挣四百元钱。如果土地

流转了，每亩地净赚上千元钱，还能出门

打个工……”马卫民带头成立了短堤村

农民种植合作社，还亲自动员村民流转

土地。目前已经有20余户贫困户加入

了合作社，获得土地佣金、务工工资、合

作社分红三份收入。

现在，村里建起了采摘园、百果园，

栽种了黄梨、葡萄、核桃、油葵、小香葱等

果蔬，春季花香四溢，金秋瓜果飘香。同

时还建起了蔬菜大棚，高效种植业扩大

经营500亩，此后逐步扩大规模，并新打

了机井以供用水。

目前，一座面积达800余平方米的

扶贫车间已经在短堤村建成。“扶贫车间

会用来发展服装厂，会带动短堤村和周

边村不少的贫困户啊！”马卫民乐呵呵地

说。而他也将在短堤村继续发挥光和

热，见证着短堤村越来越富裕的日子。

用时间书写为民情怀
——记封丘县留光镇短堤村驻村第一书记马卫民

□本报记者马丙宇实习生刘亚鑫文/图

“大娘，出门可要记得把门锁好，尽快

买个热水器，你就能在家洗热水澡了。”

“程叔，你眼看不见，平时可别乱跑了，注

意安全！”……得空就在村里走街串巷，有

事没事都会到贫困户家瞧瞧，无论大事小

事都反复叮嘱，顺便记下一堆贫困户反映

的问题和需求，这是王延辉最常有的工作

状态。谁家在哪儿住，贫困原因是啥，现

在情况咋样，王延辉都了解得很清楚，一

问起来，简直是倒背如流。

可是当记者对辉县市常村镇百间

寺村的贫困户问起：经常见王书记不见

啊？贫困户都会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可是提起“小辉”这两个字，所有人都表

示熟得很，恨不得把他干的事都给你讲

清楚、道明白了。“平时我都是让他们直

接喊我名字，一来二去的就改不回来

了。不过叫‘小辉’确实觉得亲。”王延

辉腼腆地说。

沉下心扶贫，关怀送到家门口

“小辉，要不要喝点儿水啊，俺去给

你倒。”记者与王延辉来到贫困户程瑞

河家中，还没走到跟前，远远的，程瑞河

的妻子就冲我们喊道。

程瑞河今年68岁，因为得了甲亢，

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不会挣钱就不

说了，这天天看病也不少花钱，真是给

孩儿们添负担。”程瑞河的妻子一脸沉

重地告诉记者。一旁的程瑞河却乐呵

呵地说：“现在没那么难啦，小辉经常帮

俺，不管是俺看病还是孙儿上学。这人

心隔肚皮，但是俺知道小辉是副好心

肠！”无论是医疗救助还是教育补贴，各

项扶贫政策，王延辉都尽最大可能帮程

瑞河一家争取了下来。

百间寺村地处丘陵浅山区，基础设

施差，缺乏水源庄稼望天收。“前两年，

许多村民还在山上的窑洞里住着，不是

亲眼所见，我就不相信还有条件这么差

的村儿。”王延辉告诉记者，2015年，辉

县市规划局与百间寺村开展结对帮扶

工作，那时候他就参与到了村里的扶贫

中。“去年2月份我上任成了第一书记，

接触得早对村子的感情深，就想多干点

儿事儿。”

贫困户董秀清今年70多岁，一直一

个人独自生活在村里，上个月，董秀清从

山上的老宅搬到了百间寺村的扶贫单元

楼里。“搬家的时候，是小辉帮俺忙上忙

下，还掏钱给俺买了新床新桌子燃气灶，

对俺可好了。”一见到王延辉，董秀清就

拉着他的手不放，有说不完的话。

干好事、干实事，是王延辉驻村以来

一直坚持的事情。从打机井、修道路，到

与五龙山响水河旅游区等多家企业签帮

扶企业安置贫困户就业，再到成立公司

让贫困户参与分红。王延辉带着工作

队，给了百间寺村百分之百的关怀。

定下情扶贫，发展旅游产业兴

百间寺村紧邻着的，就是五龙山景

区，人流量大，有一定的知名度。“驻村

之前我在规划局工作，利用这个优势，

结合百间寺地势特征，我们对村里进行

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目前在慢

慢地推进实施，景区开发不是一天两天

的事儿，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呀”王延

辉笑着说。

经过王延辉的努力和争取，辉县市

规划局投入50余万元，制订了百间寺村

停车场及集贸市场项目方案。项目实施

伊始，部分群众不理解不愿搬，拆迁工作

曾一度搁置，王延辉和村干部们不厌其

烦地给村民们做工作，项目最终于2016

年9月建设完成，并经过招标由第三方进

行经营。贫困户中共有10户入股受益，

目前2016年每股分红3000元、2017年

每股分红3500元已落实到位。

村支书屈旺开有工厂，他不仅是村

里的“主心骨”，还是数一数二的致富带

头人。由屈旺牵头，王延辉协调，百间

寺村成立了辉县市龙醒农牧开发有限

公司，引导村民因村制宜，入股开发农

业综合产业项目，积极发展林果采摘、

餐饮住宿、养殖场、跑马场等项目。

目前，林果采摘项目已种植各类果

树8000余棵，其他项目正在平整场地或

规划设计。“项目目前都处于投资阶段，

没有获得什么效益，但公司还是对全体

入股村民进行了分红，每户分红1000

元，并且给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自

主分红，每户分红500元。不为别的，就

是想让大家知道，百间寺发展旅游有钱

挣、有前景，之后的日子会越来越有奔

头！”王延辉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在卫辉市太公镇田窑村有一个“知名”的

贫困户，他叫李现万。之所以知名，是因为他

“开挂”的人生：从贫困户变成了村里数一数

二的扶贫大户，又从扶贫大户变成了田窑村

的村支书，短短几年，李现万完成了精彩的

“三级跳”。每逢有人问或者接受采访，提起

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有一个人李现万一

直挂在嘴边，这个人就是驻田窑村第一书记

刘治鑫。“自打刘书记来到村里，我的事儿他

一直很操心，包括参加选举，不是他鼓励，我

哪儿下得了决心啊！”李现万感慨道。

扶贫先扶志，贫困户“华丽转身”

田窑村地处偏僻丘陵地带，交通不便，常

年干旱缺水，加上缺乏和外界沟通，田窑村既

没有集体收入又缺乏致富技术，多年来一直

属于贫困状态。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之

后，不仅唤醒了田窑这个偏僻的小村落，更唤

醒了村子里多个贫困户摆脱贫困、拥抱新生

活的梦。2015年11月，刘治鑫来到田窑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成为这个村子的脱贫“引路

人”。

李现万先后因肝病、胃病数次住院治疗，

高额的医药费让家中负债累累，加上慢性的

腰椎病，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度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和刘书记第一次见面时，我正

在村上倒着走锻炼脊椎，他上来询问我的家

庭情况。没想到这一问，他就帮了我那么多！”李现万感动地说。

知道李现万有做生意的念头，刘治鑫就多方考察，找来服装加工

这个风险较低的项目。“因为当时要投钱买机器，之前做生意的失败

让现万格外谨慎。我就常跑去跟他聊天，给他讲扶贫政策，分析这个

项目的优势。”刘治鑫告诉记者，“现万心里还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的，通过金融扶贫贷款和他自己筹钱买了12台机器，很快就把服装加

工厂盖起来了。”从最初的七八个，到现在的二三十名工人，服装厂的

规模越来越大，带动的贫困户也越来越多。现在，村子里已经有十几

名贫困户在李现万的帮助下脱了贫。

像李现万一样，村支委委员田国会也是这样实现了自己的脱贫

梦。“在刘书记的鼓励下养起了肉鸡，挣了钱脱了贫，身为一名党员，

俺也终于有勇气参加了今年的换届选举，成了班子成员。这日子，过

得越来越舒坦了！”提起脱贫和竞选，田国会也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精心谋发展，多个项目“百花齐放”

因为腿部风湿，刘治鑫落下了腿疼的毛病，走路十分不便。但是

从驻村以来，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病影响过任何工作。

从第一天驻村起，除了完成日常的入户调查、填写档卡等一系列

的扶贫日常工作，刘治鑫没事就走街串巷和群众闲聊，还拜访老党员

请教经验，迅速完成了田窑村的村情民情调研报告，年度脱贫工作计

划，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并做出了村里发展产业的三年计划。

刘治鑫带领工作队，积极引导部分村民率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从2016年至2017年先后种植油牡丹、文冠果80余亩，每亩增加收入

3000元左右；2017年引导成立现万外贸服装加工厂和新美粉丝包装

加工厂两个带贫转移就业点，先后吸收31名贫困人口，实现本村内转

移就业，月收入人均1500元；2016年成立专业种植合作社一个，

2017年底成立养殖合作社一个，目前正在健全完善各类运行制度和

经营功能……同时，刘治鑫还积极扶持帮助有加工能力的农户进行

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特别是粉皮、粉条，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销

售。

“今年4月份，我和新乡市一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这

是一家种植水果红薯的专业公司，经考察洽谈，和他们签订了55亩的

土地承包合同，公司还将储藏、加工等后续设施陆续落户田窑村。”据

了解，刘治鑫和村干部正在考察以家庭为模式的生产经营多层次、全

覆盖“家庭扶贫车间”，这将成为田窑村新的发展方向。田窑村在

2017年底已经脱了贫，三年规划的任务渐渐完成，刘治鑫又一刻不停

歇地开始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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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丙宇实习生刘亚鑫文/图

□本报记者马丙宇
实习生任婧文/图

马卫民和舞蹈队成员看表演照片

王胜杰关心截肢贫困户王应强

王延辉看望贫困老人董秀清

刘治鑫与服装厂工人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