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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五一期间，西顶村的民宿预约电话

都快打爆了。”5月3日，一拨儿接一拨儿

的游客拥进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西顶

村，坐在前台的西顶小镇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彩霞有些犯愁，接待不过

来拒绝游客是一回事，肖买平交代的疫

情防控期间预约游客不扎堆是一回事。

古朴幽静的石头房旁，石子铺就的

村庄道路缝隙里叫不上名的小野花静静

盛开，庄严肃穆的“中共林安汤边工委”

红色展馆里，汗如雨下的肖买平正嘶哑

着声音讲述着那些年的红色故事。

“假期时间更要在村里看牢疫情防

控，也是静下心来‘补课’、规划村庄发

展的好时候。”得空中，肖买平给记者翻

看他随身携带的勾勒西顶村发展蓝图

的笔记本，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一

点一滴改变村庄的构思。他是鹤壁市

委组织部2021年3月派驻到西顶村的

驻村第一书记，西顶村总人口42户93

人，常住人口仅19户28人，这样的“袖

珍村”如何在深山中实现乡村振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肖买平探索出一条

通过挖掘、厚植村庄文化实现振兴的“好

路子”。驻村的时光里，肖买平在走访中从

老人们的口中了解到，西顶村始建于明朝

初期，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保存有

“中共林安汤边工委”旧址等多处红色革命

遗址遗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经反复探

索论证，文旅发展这条路子是对的。

旅游行业，是“人对人”的服务，是

“新赶新”的赛道。肖买平向专业队伍

“借智借力”，把目光聚集到鹤山区委、

区政府引进的鹤壁康元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身上。

“西顶村5000多亩的荒山，近百亩

的土地，80%的房子闲置，农业公司的

加入将原有残破老建筑进行保护性改

造，打造了一批精品民宿，老百姓每年

可得租金，从农产品收购、包装、销售，

老百姓又多了几项营收。”肖买平算了

一笔经济账，近年来，西顶村旅游开发

提供了5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本村及

周边村子30户居民返乡创业、就业，去

年旅游业就带动村集体增收25万元，带

动35名脱贫户人均增收近1.5万元。民

宿、培训、流转土地、光伏发电项目，预

计今年村集体收入超40万元。

抽丝剥茧，身为鹤壁市委组织部政

研室一员的肖买平将政策研究生动地写

在了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的实

践中。他说，山区农村的发展与振兴离

不开政府引进的农业开发公司，很大程

度上需要依靠农业公司的资金“撬动”，

规范化的管理；农业公司入驻农村发展

需要盈利，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在当

地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路线确定后，干

部就是决定因素，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

托有效合力的组织体系，西顶村在组织

建设上，与康元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组

建了村企联合党支部，把有限的人力有

效地组织起来，农村发展越来越好。

“现在的西顶村凉风都能当钱花，

‘网红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中共林安汤

边工委’旧址的红色旅游越叫越响。”西

顶村党支部书记司学平骄傲地说，“这个

肖书记干得不孬！”（本报记者李萌萌）

5月14日，尉氏县纪委监委下派到十八里镇二郎庙村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的选调生陈一文在村高效示范田向员工了解西瓜销售遇到的难点问题。 李新义摄

凌晨5时，黄店镇选调生王楠作为一

名信息采集员已早早地起床，6时集合准

备物资，7时换防护服，8时开始信息采

集。从第一次的好奇、兴奋、跃跃欲试到应

接不暇的防控后的逐渐疲惫、焦躁、心力交

瘁，面对烈日暴晒、物资紧缺，村民插队、争

吵，录信息开始出错，恐惧、不安、匆忙、崩

溃，烦乱的情绪在反复酝酿寻找一个出

口。但看到孩童懵懂天真的偷窥与好奇，看

到村民在炎热天气里的耐心等待与配合，依

然积极调整好心情和表情，轻声嘱咐每一

位村民“请您戴好口罩哦”，偶尔逗逗小朋友

“你好漂亮哇”，对老年人多嘱咐一句“您记

得拿好身份证，走慢一点儿”，始终坚持多一

点儿理解，多一点儿耐心，再多一点儿人文

关怀，以此来获得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韩寺镇选调生薛咏钰作为卡点上年

纪最小的“村干部”，在做好南岗村疫情

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响应镇党委号

召，与村党建专干对接，组织成立南岗村

青年志愿服务突击队，并被推选为镇级

联络员，带领村内志愿者完成本村疫情

防控工作后，参与镇级疫情防控督查等

志愿服务项目，年龄虽小，却在疫情防控

中迸发出无穷能量。

疫情大考显本色，危难时刻展担

当。像这样的选调生中牟县还有许多，

他们或在大后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或

在最前线奔波忙碌勇往直前，但一样的

是，他们都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

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4月18日，马路街街道八一路社区疫

情防控点，一位爱心人士放下一个信封后

便匆匆离去，工作人员打开后，发现里面有

一万元现金，信封署名为‘一名普通的共产

党员’。”5月11日，漯河市源汇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王晓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疫

情防控期间，类似的感人故事在辖区内的

各个社区时有发生。

4月10日，漯河市区发生疫情，源汇区

委组织部第一时间下发“红色召集令”，动

员全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

预备党员、退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

退役军人、志愿者等主动到社区报到，组

织开展信息排查、核酸检测等各项志愿服

务，向广大退役军人发放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战“疫”《倡议书》，激励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志愿者在疫情防控一线履职尽责、

担当作为，做到关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

靠得住、战必胜。

在此基础上，区委组织部动员全区57

个区直单位、2000余名党员干部，按照就

近、方便的原则，到小区、片区报到，下沉疫

情防控一线，配合做好重点场所管控、卡点

值守、党员和志愿者“敲门行动”等，带动群

众参与所在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精准助

力疫情防控。

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楼栋

长（巷长）、党员中心户等好经验好做法，发

放网格员聘书和工作证，制作网格员“红马

甲”，利用网格员积分管理制度，全面调动

网格员的积极性，落实联防联控责任。

为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落细，源汇

区委组织部抽调15名组工干部组成5个督

导组，深入乡镇、街道、小区，采取实地走

访、视频连线等方式24小时不间断督导，真

实了解掌握志愿服务人员作用发挥情况，

定期通报督导情况，以督导促实效，着力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形成坚实组织屏障，让党

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我们把组织部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斗争

优势，在沙澧大地上凝聚起强大力量，构筑

起全方位、立体式的严密防线，坚决打赢

这场群防群控的全民战‘疫’。”王晓辉说。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潘汉沛王升）

5月16日，记者从漯河市召陵区

委组织部获悉，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

形势，全区积极动员部署，399个基层

党组织、1.3万名党员干部迅速投入到

抗疫一线，牢记使命，担当尽责，筑牢

疫情防控“红色矩阵”，让党旗在疫情

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领导干部“疫线”指挥当表率。严

格落实上级疫情防控要求，及时召开调

度会，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干

部发挥“主心骨”作用，在一线靠前指

挥，牵头成立临时党组织、组建工作队、

合理设置防控服务点和核酸采集点，充

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各督导组一线督导，实行日督导日

通报，立行立改，督促落实防控责任。

村（社区）党员“疫线”带头做先

锋。发挥网格化管理体系作用，细化

设置5275个网格，村（社区）“两委”干

部和党员、网格员冲锋在前，迅速开

展“大起底、大排查”行动，认真落实

“六个过一遍”，逐网格排查，逐户登

记，做好返召陵、来召陵人员排查报

备，组织群众有序开展核酸检测，严

防严控聚集性活动，把防控责任压实

在网格内。

机关党员干部“疫线”联动展作

为。全面落实防控责任，县级干部下

沉一线，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分

包村（社区）、小区、“三无”楼院，组建

由科级干部带队工作队155个，带领

机关党员干部到分包防控服务点和核

酸检测点，协助镇（街道）服务点值守、

人员排查、扫码验码等疫情防控工作。

党员志愿者“疫线”服务作奉

献。动员社区党员干部向居住社区

（小区）报到，党员志愿者积极响应，

主动报到，分赴全区420个疫情防控

服务点和231个核酸采集点，服从指

挥、听从调度，配合村（社区）、小区

（楼院）做好服务点值守、秩序维护、

核酸检测等工作，协助落实防控措

施，共同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本报记者 仵树大通讯员郭子
钦王红亮）

汤阴县韩庄镇充分发挥“党建网

格、党员联户”作用，1500名党员网格长

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群众成了基

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成了乡村振兴的

生力军。

韩庄镇将全镇划分为10个片区，设

立10个一级网格，网格长由分包片区的

镇班子成员担任；设立41个二级网格，网

格长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设立133个

三级网格，网格长由村民小组长和业主委

员会主任担任；设立四级网格1500个，由

1500名党员担任网格长，分包该镇9900

户农户和5782户商住小区居民。

韩庄镇在发挥“党建网格、党员联

户”作用的同时，还成立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指挥部，由镇道路办、乡村振兴

办等部门分工协作，对标年度工作目标

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域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

项工作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开展。

5月10日，韩庄镇党委书记蒋涛表

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党建网格化管理

的作用，加大对疫情防控和农村人居环境

保护的宣传力度，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深

入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庭院’建设，让‘美

丽乡村’的创建成果得以巩固和保持。”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韩笑张百瑞）

“现在首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

全镇樱桃品质，让果农稳定增收！”

“我觉得党总支建立后，关键在怎

样充分发挥它对樱桃产业的引领作用，

这个思路要厘清。”

…… ……

5月10日，新安县五头镇王府庄村

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一场围绕樱桃产

业发展的主题讨论气氛热烈。

新安县有“中国樱桃之乡”的美誉，

樱桃种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五头

镇是樱桃核心区。眼下，早熟樱桃迎来

了采摘旺季，田间地头欢声笑语，诱人

的红樱桃挂满枝头。

“干啥吆喝啥”，如何确保樱桃产业

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

参与讨论的是五头镇樱桃党总支的

7名骨干成员。前不久，五头镇积极创新

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成立樱桃党总

支，联建王府庄村、马头村、独树村等7个

樱桃种植村党支部，地址设在王府庄村。

党总支与之前的众赢樱桃合作联

社有啥不同？张金练一语中的：“一家

富不算富，家家富才是富。合作联社主

体是樱桃大户，属于强强联合。樱桃党

总支更大的意义在于凝聚群众，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和富民双赢。”

张金练是王府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也是远近闻名的“樱桃大王”，

如今，他又有了新职务——樱桃党总支

副书记。党总支书记由该镇党委副书记

担任，骨干成员是樱桃种植规模较大7个

村的支部书记，成员包含7个村的樱桃种

植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中的党员。

党总支成立了，真正“运转”起来是

关键。成立次日，张金练就带领骨干成

员到外地观摩学习，并确立了发展思

路：以“尝试—适度规模—稳步走”原则，

初步在5~30亩规模区间选定樱桃试验

田，优先试用新技术、先进管理方法，使

每个村树立一至两个效益标杆，成效明

显后再大范围推广铺开，最终促进五头

镇樱桃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组建樱桃党总支是该县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带领群众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一个缩影。该县铁门镇依托

辣椒产业，成立了千唐红农文旅融合示

范带党总支，采取以强带弱、以富带贫

的形式，加强党建引领，搭建帮带平台，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青

要山镇冬桃产业党总支、石井镇杏梨产

业党总支也正在积极筹建中。

“过去发展产业，只是简单做企业

和农民之间的‘加减法’。党组织发挥

引领作用，就是要让党委政府推着干、

支部书记领着干、典型引路带着干，让

企业、集体和农民之间做‘乘除法’，走共

同富裕道路，真正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将党建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

新安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讯员

高月王小伟）

不负选调好青春中牟县“抗疫日志”

近期，郑州各县区市疫情多点散发，当“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变成一场必须打赢的“阻击战”时，中牟县基层选调生义无
反顾迈入“抗疫战场”，他们轮班值守，争分夺秒；他们坚守岗位，披星戴月；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热情贴心……筑牢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线”，谱写出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抗疫日志”。

背上行囊，逆行的身影充满着

坚定和力量。5月4日凌晨4时30

分，闹钟准时响起，2020级选调生

曹方琼匆忙收拾行李，和家人告别，

结束了难得的五一假期，驱车200

余公里，耗时5个小时，终于抵达万

滩镇三刘寨村核酸检测现场，第一

时间投入核酸检测工作。

雁鸣湖镇选调生席玖驹住在

郑州主城区，但是当他了解到雁鸣

湖镇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人员短

缺的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申

请返岗工作，在取得镇疫情防控

办公室同意及办好相关手续后，

立即从郑州赶赴雁鸣湖镇，根据

雁鸣湖镇党委、镇政府的安排，深

入防控区、管控区，对卡口值守、

居家隔离、核酸检测等进行问题排

查与纠治。

坚守一线，青春的光芒在基层闪耀。

“拦停、扫码、测温”。在关家村疫情防控

卡点，万滩镇选调生刘超成了24小时值班

队伍中的一员，严格执行对过往车辆人员

进行登记、扫码、测温，落实好疫情防控工

作日志、消杀记录、外来人员统计、群防群

控重点人群台账等各项备案表。村口值

守，昼夜不停，即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刘

超也总是笑着表示这没什么，疫情防控，需

要他这个“守门员”。

“排队、亮码、检测”。提醒群众提前

准备好二维码、维持好现场秩序，引导老

人、孕妇、残障人士优先检测，这些工作万

滩镇董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刘佳已经再熟

悉不过，一些老人操作手机有困难，刘佳总

是耐心帮他们登记信息，并将二维码保存

到手机相册中，以便下次核酸检测时方便

寻找。遇到一些群众不理解，她也总是耐

心劝导、细心解释，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记录、封箱、送检”。位于万滩镇便民

服务中心的核酸样品转运点承接了全镇所

有人员的核酸样品转运任务，各个采样点

的核酸样品都要及时送到核酸样品转运

点，经过扫码、核数、封箱，再送往第三方检

测公司进行样品检测。从2021年来到万滩

镇参与第一次核酸检测到现在，七里店村

党支部书记助理李梦倩已经参与了11次核

酸样品转运，从最开始的操作不熟练到精

准掌握核酸样品转运的每一个细节，不落

一管，不错一数，李梦倩总是以最认真的工

作态度践行着为民服务的一颗初心。

5月6日星期五 青春闪耀

讲好战“疫”故事，同频共振

织牢疫情防控网。广惠街街道选

调生胡艺凡坚持当好政策知识宣

传员，在疫情防控期间，她每天主

要的工作就是通过电话、微信、走

访等方式，登门入户讲解防控知

识、防控政策、医疗保障政策等，

告知群众中高风险地区最新动

态。她曾先后在学习强国、河南

日报等新闻平台发表新闻稿件60

余篇，在视频号“广惠拾光”制作

发布视频50余条，及时传递辖区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宣传疫

情防控期间的感人事迹，并负责

核酸检测的宣传动员、制作海

报，告知辖区群众核酸检测时

间、地点及不做核酸检测的影

响，有力地提高了核酸检测工作

效率。

5月7日星期六 同频共振5月4日星期三 逆行出征 5月8日星期日 迎难而上

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漯河市源汇区“红色召集令”汇聚战“疫”力量

“红马甲”持证上岗
漯河市召陵区1.3万名党员干部奔赴抗疫一线

筑牢防疫“红色矩阵”

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②

汤阴县韩庄镇织密四级党建网格

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肖买平把“袖珍村”变成“网红村”

选调生胡艺凡（右）选调生席玖驹

新安县创新模式成立樱桃党总支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
□陈风歌/文 中牟县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