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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第一书记的驻村故事

汝阳县位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秦巴山片区，是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截至2018年底，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78个，贫困人口
13769户53271人，经过持续脱贫，累计实现57个贫困村9102户
39345名贫困人口脱贫退出。今年计划完成17个贫困村9000名贫
困人口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1.09%，贫困村退出率达到
94.9%。

一令如山万众誓，万众赤诚一心表。今年是汝阳县脱贫摘帽的
关键一年，汝阳县从推行战区制，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工作落实；加强政策宣

传培训力度，增强基层干部攻坚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巩固提升脱贫
成效；深入开展大排查，补齐短板助脱贫；突出“志智双扶”，着力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七个方面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切实扛稳政治责
任，全面补齐工作短板，以过硬的作风发起总攻，以最大的合力攻坚
克难，以最有力的措施决战决胜，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今日本报推出3名优秀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他们以乡村为家，
把乡亲们当亲人，真扶贫，扶真贫，领着群众在乡村振兴和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道路上奋力奔跑，他们如旗帜、如标杆、如镜子，他们是我们
身边的榜样！

编者按

带着责任扶真贫 带着感情真扶贫

“宁愿苦干改河山，不甘苦熬度岁

月”。汝阳县十八盘乡登山村是“登山精

神”的发源地。曾经的登山村党支部书记

赵春兰在带领党干群“十年改土”“十年改

水”、变荒山丘陵为肥美梯田的生动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登山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登山人克服万难、奋进不止。

2017年10月，汝阳县公路运输管理

局选派王滢尧到登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从入村的第一天起，他便脱下皮鞋，换

上布鞋，开启了跨越崇山峻岭，带领登山

人战穷斗困谋振兴的奋斗之旅……

登山村属典型山区，土地贫瘠。全村

600余人就像散落的蒲公英一样分居在

大小35个自然村。该村虽已脱贫，但基

础设施、产业动力、群众内生动力等方面

依然存在薄弱环节。

王滢尧入村第一课便是通过“迈开腿”

“磨破嘴”来一步步熟悉村情民意，寻找贫困

症结。在走访的两个月，王滢尧穿坏了两双

布鞋。

通过认真走访，他得知多数贫困群众

穷就穷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庸、懒、散

的“病根”，以及与传统孝善相悖的不良习

气等，而这些他有耐心、有决心扭转改变。

村里的年轻媳妇小高和婆婆闹不

和，婆婆告到王滢尧那儿，他便采取“兵

分两路”“各个击破”工作法，直到婆媳尽

释前嫌。

王滢尧到贫困户代占立家走访，发

现破旧的房子里粮食农具到处堆，衣服

吃食满地飞，便亲自下手为他家整理庭

院。他还按照政策陆续为代占立家申

请了到户增收、残疾低保、危房改造等，

代占立夫妻逢人就夸：“王书记对俺家

就是好！”

在扶贫中，王滢尧自己也没想到，不

经意的一个举动竟为登山村开辟了一条

依靠山泉水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滢尧喝到了登山

泉水，他发现泉水甘甜可口，便带了样品

去检测水质，结果发现水质特别好。于

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滢尧脑中呈现。

在和村镇领导多次协商后，王滢尧决定在

登山村建水厂，并开办专门生产纯净水的

公司——洛阳贝林纯净水有限公司。“公

司总投资120万元，日产400桶纯净水，

带动该村近20个劳动力就业增收，目前

纯净水主要销至全县城及周边乡镇。”负

责公司运营的总经理马爱国介绍说。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该村相继实施

了“五路四桥一涵洞”建设工程，不仅使登

山村彻底打通了与外界的互联互通线路，

而且也使登山村变成了一块有着发展旅

游、水产、种养等产业潜力的“风水宝地”。

在王滢尧的带领下，投资65万元的

500平方米的崭新村部拔地而起；投资30

多万元硬化的入户道路解决了群众的出行

难题；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使62户贫困户每

户收益1000元，村集体收益2万元；新建

的一个600平方米扶贫基地使村里近40

个妇女劳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而且每年

还可为村集体带来3万余元的收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这里山

美水美梯田美，未来可以发展旅游观光、农

家乐、野果采摘体验为主题的新型业态。”

王滢尧满怀信心地说，“我还有一个‘六美’

规划，即两年内一定要实现山美、水美、田

美、业美、村美、人美，使登山村成为一个富

裕之村、幸福之村、文明之村！ ”

“骑上一脚踹，党徽戴起来。”这是洛

阳市中心医院派驻汝阳县十八盘乡刘坡

村驻村第一书记游钧每日清晨迎接第一

缕阳光的不变姿态。

因刘坡村的地形是“一沟两陵三面

坡”，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散排列着13

个自然村、17个村民组，“一脚踹”是游钧

为节省时间、提升办事效率买的一辆二手

小摩托。

初到刘坡，游钧除了要忍受交通不

便、水电紧缺、资源匮乏等因素造成的种

种“尴尬”外，还要短期内迅速上手第一书

记的各项工作。因为在医院保卫科工作，

平时和电脑办公软件接触甚少，而扶贫工

作中很多重要信息数据是要借助电脑办

公系统开展的，游钧决定“从零学习”。

入村后，他坚持向扶贫干部学、向书

本学，利用中午、晚上及节假日休息时间

强化学习，下闷功，出实功。村支部书记

韦娇娥说：“游书记经常是忙得饭也顾不

上吃，让人看了很担心他的身体。”

从骑着“一脚踹”学走山路到如履平

地，从学习电脑知识到为农户开专题讲

座，从学春种秋收算收入到看项目发展产

业……几个月下来，游钧变成了“扶贫通”。

游钧说：“国家政策这么好、脱贫攻坚

力度这么大，我一定要对我的群众负责，

必须用心办好每一件惠民实事。”

游钧驻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协助乡

党委、乡政府，扎实开展好村“两委”及监委

的换届选举工作，建立健全村委、党支部的

工作机制，让村干部在思想上树立坚定的

信念，更好地服务百姓。

2017年12月，刘坡村投资6万元安

装路灯24盏，建成200kW光伏电站一

座，硬化4条8公里通村道路，相继实施了

全村电网提升改建、扶贫车间建设、安全

饮水工程及户户通道路硬化等项目，迈出

了由闭塞到开放、由荒凉穷困到自信富足

的关键一步。

爱心满满的游钧还协调洛阳市中心

医院先后为贫困户、困难群众、70岁以上

老人等群体发放慰问物资；利用行业优势

资源全年为全村老百姓免费进行体检，为

25岁以上女同志免费进行“两癌”筛查；

协调本单位、社会企业、公益组织等为刘

坡小学捐赠学习用品等。

为改变贫困户靠天吃饭的现状，游钧

先后通过协调帮扶单位、聘请农业方面专

家到村实地考察等方式，鼓励村民多元增

收。为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游钧

还协调洛阳市中心医院党小组对该村实

施建牛场“送牛行动”，向全村捐赠50头

牛，涵盖所有贫困户，让他们靠自己的“牛

力气”吃饭。

“国家政策这么贴心，咱自己要再不

好好干就实在说不过去！”在一次群众大

会上，贫困户李小格无比感激地说。潜移

默化中，一种团结务实、奋发向上的干劲

开始在刘坡村有力滋长……种桃树的、种

花椒的、种艾草的，养牛的、养羊的、养鸡

的，种养业发展以“大珠小珠落玉盘”之

势，噼里啪啦辐射山乡。

不知不觉中，游钧已在这片土地上工

作了近两年。经过两年时间的洗礼，实

干、拼搏早已融入他的血脉，面对工作，他

干劲儿十足。“2019年全县脱贫摘帽，我

们刘坡村绝不能掉队，更不能拖后腿，我

们要做排头兵！”新近的村委班子会上，游

钧铿锵有力地说道。

2017年第一书记轮岗，洛阳城市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复转军人崔秋辉主

动请缨到汝阳县十八盘乡木庄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携带在部队时的铺盖卷，穿

上“迷彩服”，崔秋辉走马上任了。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木庄村脱贫

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我一定要打赢！”崔

秋辉暗下决心。

驻村第一步是熟知村情，深挖穷根。

两个月时间，他访遍全村310户农户，磨坏

了三双鞋。那身迷彩服是他最爱的行头。

“穿上它才感觉和群众贴得更近！”他说。

2017年末，一场大雪将木庄村封了

个严实，雪停当晚，崔秋辉因惦记任秀萍、张

改战等几户土坯房住户，独自一人踏着过膝

的积雪到家中探望，直到一一确认他们安好

才离去。谁知返回途中，他一个不留神，一

骨碌滑落到五六米远的深沟里。正摸爬着

起来时，一束手电光照了过来，同时传来熟

悉的声音：“崔书记你没事吧，这么深的雪怕

你掉沟里喽，我出来看看。”原来是农户张改

战。那一刻，崔秋辉内心暖流涌动，所有付

出瞬间浓缩成一个大大的“值”。

过惯了条理有序的军旅生活，面对

“东一耙子西一镰，急急忙忙奔发展”的木

庄村，崔秋辉提出，一个村子要长远发展，

不能想起什么干什么，得有个长期的目标

和清晰的规划。

在崔秋辉的住室里，墙面上悬挂着一

幅布满“星星点点”的木庄村三年发展规

划图。“每个时间节点要完成什么任务，我

都会在图上清晰标识。”崔秋辉说。

“产业是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最快最有

效的途径。”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通过

大量实地调研、摸底排查，并结合村情实际，

研究制定了木庄村三年发展的“113”规划。

“113”即一个水库。依据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理念，对西局水库周边实施整

治美化，建设集垂钓、水系观光游于一体

的生态水系乐园，增加群众收入。一个停

车服务区。针对木庄村多沟多坎、居住分

散等特点，通过“填沟补壑”“变废为宝”等

方式，开辟集生活消费、旅游观光服务于

一体的集中居住区。建设三大产业基

地。根据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创建高山果

园采摘、藏香猪养殖和花生深加工基地。

目前，该村已在大亢沟、茅草店等地发

展桃树种植800余亩，方圆仅有的高山采

摘园已现雏形；藏香猪养殖规模已达800

头，黑亮亮、香喷喷的藏香猪备受都市餐桌

热捧，供不应求；引进的花生加工厂，解决

了木庄村每年40万斤花生的销售问题，为

木庄村带来每年80万元的收益。

产业发展了，群众钱袋日渐鼓了，村

集体腰杆也逐渐挺直了。集体经济收入从

无到有，由少到多，如今实现年收入10万

元，在村级各项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这项收入一定要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崔秋辉说。2018年春节，该村75

岁以上老人每人获得200元节日慰问金。

在崔书记带领下，勤劳的木庄人蹚

出了一条清晰可见的脱贫致富新路子，

彻底向脏乱差、穷懒散挥手告别。碧水

垂钓、高山采摘、打造唇齿间“藏香”品

牌……崔秋辉和木庄群众联手绘制的

“木庄蓝图”正一步步接近现实。

“布鞋书记”王滢尧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吴亚格靳会利 文/图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刘慧
超）“两个月时间，派出58个指导组，排

查2726个村，实现对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13个县（市、区）以及728个贫困村和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所有农户

全覆盖，共发现问题5815个，采取现场

办公、立行立改、挂账督办等方式已解决

问题5120个。”6月10日，洛阳市政府副

秘书长、扶贫办主任王淑霞对记者说。

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推

动行业扶贫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

实，确保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洛阳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从4

月10日开始集中利用两个月时间，在全

市范围内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行业政策

大排查、惠农政策大落实”工作，将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作为重点，细

化为三大类51项指标进行全面梳理、查

缺补漏、推动落实。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洛

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一

转三推进”中开展“行业政策大排查、惠

农政策大落实”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范

围、目标、内容和责任，区分“安排部署、

集中排查、整改落实、总结验收”4个阶

段强势推进。

深入细致排查，强化政策落实。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南省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和《洛阳市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为主要依据，对

照“两不愁三保障”和“五个一批”要求，

对照各行业部门政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重点排查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安

全等10个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市教

育扶贫行动指挥部由指挥长、副指挥长

亲自挂帅，对进展缓慢的项目逐个把脉

问诊、一一开方抓药，排查并解决适龄人

员务工（务农）辍学、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人户分离”“人籍分离”等问题78个。

市健康扶贫行动指挥部将办理慢性病

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排查重点，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知晓度，两类问题

共发现和解决4564个，有力地促进了政

策落实。

坚持边查边改，强化工作落实。坚持

边排查边整改、边整改边落实，把精准理

念贯穿于排查、整改、落实的全过程。市、

县发改部门紧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

问题，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逐项目进

行实地核查，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质量

检查“回头看”，对未达到“搬迁家庭至少1

人稳定就业”要求的61户贫困户，因户制

宜制定整改措施。汝阳县围绕改善人居

环境，实施以油门窗家具、粉墙、砌围墙、

清杂物等为主要内容的九个一“靓家”工

程，使贫困户和“边缘户”家庭户容户貌整

体得到提升，受益群众7442户。

注重健全机制，强化长效落实。洛

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将该项工作纳入

行业扶贫年度脱贫攻坚成效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作为行业部门等次评定的重要

依据。洛阳市扶贫办创新建立领导班子

成员分包联系县（市、区）制度，6名班子

成员分包联系13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县（市、区），每季度结合工作实际，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和“稳责任、稳

政策、稳帮扶、稳监管”情况有针对性地

开展调研指导和督促督导。针对大排查

中发现的扶贫宣传不到位、贫困户内生

动力不足问题突出的现象，从5月中旬

开始集中利用1个月时间，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场巡回

宣讲暨扶贫政策宣传月活动，引导群众

树立起自强不息、携手攻坚、共克贫困的

思想意识，增强扶贫政策知晓度。

粉墙黛瓦、马头墙……你以为置身于

江南的小镇，其实这是莲庄镇的陈宅村，

紧邻旅游胜地灵山寺，陈宅河、洛河沿村

而过，是宜阳县首批美丽乡村的示范村。

陈宅村参照示范村建设精心、精

细、精致、精品的做法，按照“定文化、定

风格、定色调、定产业”的工作步骤，以

徽派建筑风格为引领，以灰、白色为主

色调，点面结合突出江南水韵，积极打

造“水韵陈宅”。

走在陈宅村的街道，工人们不停地

忙碌着，有的正在砌围墙，有的正在为

墙体刷白，有的则用瓦片改造屋顶。临

街主街道86户农户房屋墙体统一按照

徽派建筑风格进行改造，房顶、门楼采

用半坡顶处理，增设马头墙，房顶女儿

墙高低一致，采用填平、补齐、戴帽的方

式，普通豫西小村经过精心“梳妆打

扮”，变了靓丽新模样。

“陈宅村基础条件不差，只是缺少

‘打扮’。这次改造提升工作，就是下定

决心让村容村貌有一个大的提升。”陈

宅村支部书记于铁伟说，之前到外地学

习美丽乡村建设经验，看到差距的同时

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建设风格。改造

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改造房屋

的建筑风格，它还包括有修整排水沟、

改厕、弱电入地等项目。同时背街小巷

也要进行硬化，才能让陈宅村面貌真正

焕然一新！

目前，陈宅村各个街道墙体立面改

造粉刷正在紧张施工中，298户村民改

厕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虽然陈宅村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尚未完工，但是远远

看去，建设中的陈宅村主街道就像一幅

素描画，色彩简约、线条明朗。主街道

及背街小巷提升了，还要为村民们规划

建设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以水韵陈宅

为主题，在全村污水管网建成基础上，

围绕两处街心水系建设3000米活水景

观渠，在村西南北街道入口空地建设游

园，通过水系景观、墙体美化、绿化等项

目，使村子呈现出绿树掩映、鸟语花香

的景象，真正实现了群众能够享受到青

山、碧水、蓝天的自然风光。

陈宅村的环境整治只是宜阳县美

丽乡村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宜阳县围绕“产业振兴行动、人才振兴

行动、文化振兴行动、生态振兴行动、组

织振兴行动、城乡融合发展行动、深化

农村改革行动”七项重大行动，依托“两

带”，创建“绿村”。按照“以绿治脏、以

绿治乱、以绿治差”和“农村森林化、道

路林荫化、庭院花果化”要求，重点抓好

公路沿线、房前屋后绿化，村庄道路绿

化，村内文化活动广场绿化，乔灌花草

相搭配，形成多层次、错落有序的绿色

空间，打造“绿色田园、美丽乡村”。

洛宁县近期持续干旱，给烟苗生长造成严重影响。由于该县烟田大多分布在高低起

伏的丘陵地带，大型浇灌车上不去，技术员们就和烟农想出了使用相对较小的水罐装水

浇灌的方法，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提高了效率。截至目前，该县共组织300余户烟农为近

1万亩烟田进行了浇灌。赵夏明摄

洛阳市

开展行业政策大排查
促进惠农政策落地落实

宜阳县

豫西小村变身“水韵江南”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段雪“一脚踹书记”游钧

“迷彩服书记”崔秋辉

王滢尧向扶贫车间负责人了解生产情况

游钧到贫困户家走访

崔秋辉在贫困户家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