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伟，一名80后有志、有为青年，在任黎掌
村第一书记的两千多个日子里，他带领村“两
委”班子，创新提出“党建引领、思想先导、群众
主体、环境创优”的工作思路，实施“精神扶贫、
思想扶志、文化铸魂”，用心用力用情、苦干实
干巧干，硬是将一个“脏、乱、穷”的落后村，变
成了一个基层党建示范村、脱贫攻坚样板村、
乡村振兴先行村。

坚持党建引领 筑牢战斗堡垒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关键要加
强村党组织建设，推动党员干部转变作风、提振
精神，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
作用。驻村后，郭伟坚持第一书记“四个定位”，
采取“支部书记勤交流、两委班子勤沟通、贫困
党员勤关心、流动党员勤联系、问题党员勤督
促”的“五勤沟通法”，以心换心，以情换情，赢得
了党员干部的工作支持；接着郭伟又把改造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经过多方
协调，争取各类资金 80余万元，分两期实施了
支部阵地改扩建工程，对功能室进行了优化设
置，新设置了党群工作室、便民服务室、村务监
督室、新风培育室等，开办了积分超市，使得村
级组织场所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
加强；通过严抓“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民
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落实，推行党员设岗定
责、党员积分管理、党员包联农户、干部轮班坐
班等制度，使得党员干部在村级事务中发挥了
模范带头作用；为了有效解决村级党组织“无钱
办事”难题，郭伟马不停蹄提出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实施了集体光伏发电、奖补资金入股、
土地租赁等措施，使黎掌村集体收入达到15万
元以上；通过“抓党建、促治理、创品牌”，引导群
众“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面提升村党支
部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号召力，村
党支部连续五年荣获“红旗党支部”称号。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郭伟带头缴纳特殊党费1000
元，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捐款，一个脱贫小山村
的党员干部群众累计捐款 47600元，捐款人数
和捐款额度均居全县第一。

产业就业齐抓 完胜脱贫攻坚
昔日的黎掌村产业发展没方向，村民脱贫

没信心，为了把黎掌村的产业发展起来，郭伟自
掏腰包组织百名村民外出参观学习产业发展项
目，让村民们开阔了发展思路和信心，找准了方
向后，又多方协调落实金融扶贫贷款500余万元，统筹推动主导产业发展，新发展蘑菇
大棚30座，年产值达300余万元，带动20余户脱贫增收，千头标准化规模养猪场投产
运行，年出栏生猪2000头，带动5户贫困户入社经营，100千瓦村集体光伏电站并网运
行，年可为集体增收12万元以上，带动20余户贫困户通过劳务在村内实现增收，培育
猪牛养殖户35户，牛存栏达到300头以上，猪存栏达到2000头，养殖业规模和效益持
续向好。围绕“木工、护工、铸造工、运输司机”等四个劳务品牌，郭伟协调人社等部门，
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加大就业创业支持力度，全村现有木工40余人，护工20余人，铸造
工30余人，运输司机40余人，基本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持证就业，让贫困劳动
力吃上“技术饭”。与此同时，他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累计开发各类公益性岗位30余个，
贫困户在村内实现就地增收脱贫，2020年底全村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贫困人口实现
动态清零。

提升治理水平 激发内生动力
为了解决村民发展活力不足，参与村级事务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郭伟探索实行每

年一次“黎掌好人”表彰大会、每季度一期“文明大讲堂”、双月一次“星级农户”评选，
每月一次村民集体议事，每周一次集体义务劳动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扶贫五个一工作
法”，在黎掌村树起了新风正气，凝聚了发展合力；为了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郭伟
还牵头新组建成立黎掌村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0人社火演出队、广场舞队、秧歌队
等，并多次在县城参加了商业演出，增加了文化产业收入；持续开展农民才艺大赛、农
民趣味运动会、社火表演、红歌大赛、送戏下乡、文化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文化铸魂”活
动，让黎掌村有了“文化范”，村风民风持续向好，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丰富群众
精神生活，树起村子新风正气，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参与度，现在的黎掌
村群众“有事要来支部办，没事想来支部转”成为新常态，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
浓厚氛围。

建设宜居家园 增进民生福祉
为了补上黎掌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经过郭伟协调争

取，黎掌村先后投资 500余万元实施了主路铺油、公共卫生间、停车场、文化活动中
心、农民舞台、文化活动广场、夏家山通村公路、黎掌古村路硬化、新村巷道铺油、旧村
风貌提升、供水设施改造等工程，整体提升了黎掌村的基础设施水平，黎掌村变得更
加靓丽，今年又被确定为蒲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全面铺开了“厕所革命”、清洁取暖改
造、巷道太阳能路灯全覆盖、高标准农田改造等四项工作，黎掌村不仅有了“面子”，更
有了“里子”，人居环境进一步得到提升，黎掌村有了“现代范儿”。

郭伟，一名80后有志、有为青年，在任黎掌村第一书记的两千多个日子里，他放下
架子，用一颗平常心悉心倾听每一位群众的呼声，用自己的所尽所能倾心帮助每一位
有需要的人；他迈出步子，进村子、入农户、走田地，没日没夜，从不叫苦叫累；他使尽

“花点子”，将绣花工夫用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激活村域发展内部活力上。现在
的黎掌村，村党组织强起来了，村民精气神鼓起来了，村产业也发展起来了，黎掌村旧
貌换新颜，黎掌人脱胎又换骨。黎掌村脱贫攻坚案例被国务院扶贫办收录为典型案
例，被授予首批国家乡村治理示范村，成功入围中国乡村振兴先锋榜，被评为山西省
民主法治示范村、山西省善治示范村、山西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两次荣登央
视新闻联播。由于工作突出，郭伟先后荣获山西省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全省农村模范
第一书记、“山西青年五四奖章”、山西“脱贫攻坚青年先锋”、全市优秀第一书记、临汾
市第五届“十大道德模范”、临汾市“新时代之星”等荣誉称号。

蒲县薛关镇薛关村位于县城西
10公里处，是镇政府所在地，下辖6个
自然村，共 1071 户 3056 人，党员 81
名。近年来，村党支部团结带领全村
广大党员群众，开拓创新，积极进取，
把薛关村建设成了山西省巾帼示范
村、临汾市文明村，村党支部也荣获
临汾市“五好”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
织等称号。

抓党建 夯基础 建强战斗堡垒

“要让群众有奔头、有劲头，村党
支部必须成为他们的主心骨”。薛关村
党支部十分重视自身建设，班子成员
首先定规矩、立规范，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坚持“会前多交流、会上可讨论、
会后不扯皮”的原则，落实“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对党务工作、重大事项和党
风廉政建设等情况定期公开。为使党组
织建设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在投资
170万元建设面积1500平方米办公大
楼、投资190万元建设33亩文化广场的
基础上，又投资86万元完善活动场所
功能，新设置了电子阅览室、阅读室、棋
牌室、舞蹈室和综合活动室，为党员群
众开展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活动提供
了良好的活动场所，更好满足党员群众
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实施党
员分类管理，建立“党员先锋号”微信
群，定期推送学习内容和支部动态，引
导党员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
对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规
范使用“三簿一册一台账”，严格落实

“定查评”工作法，及时补短板、强弱项，
获评为“五星级”党支部。村党支部把党
建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有
机结合，按照“所站合一、村组共用、资
源共享、内容融合、队伍结合”的思路，
达到了“五有”标准，将阵地和活动项目
延伸到村民小组、企业、田间地头等劳
动一线，打造了吸引凝聚群众的基层党
建新品牌。

抓产业 促致富 找准发展方向

薛关村原来集体经济基础薄弱，
可以说“地下没挖的、地上没拉的、
发展经济没抓的”，往什么方向发
展、怎么发展，是村党支部必须解决
的大课题。党支部书记刘反翠同志
带领村“两委”班子在深入调研、广
泛听取党员群众意见、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根据全村已有产业基础和
发展趋势，带领党员群众把蔬菜大
棚作为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在村
党支部的带领下，一张蓝图绘到底，
1999 年前后，投资建设了第一批 50
余座蔬菜大棚，迈出了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的第一步，村党支部班子又
先后到曲沃、大同、陕西杨凌、山东
寿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日光
温室蔬菜大棚种植技术，于 2011 年
前后投资建设了第二批蔬菜大棚，
新的大棚应用自动卷帘机、水肥一
体化和温控系统等设施，种植的草
莓、黄瓜、西红柿等反季节水果、蔬
菜销路畅通，极大提高了村集体经
济和农户的收入，到 2018年，薛关村
4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如今，村集体
发展的蔬菜设施大棚，可吸收本村
劳动力数十人，每年仅土地承包费
一项就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余万
元。与此同时，村党支部依托县总工
会“爱心驿站”平台，帮助农户销售
草莓、黄瓜等农产品，并积极与周边
企业签订合同，帮助农户销售农副
产品，每户平均增加收入 5000元。依
托薛关镇内西气东输、实美食品、昕
源薯业等企业，加强沟通协调，争取
了 100多个务工岗位，有力解决了劳
动力就业问题。积极对接县人社局、
县妇联等单位联等单位，，围绕围绕““家政家政、、厨师厨师、、美美
容美发容美发””等进行免费职业培训等进行免费职业培训，，实现实现
参训者人人持证参训者人人持证，，大力推进村民技大力推进村民技
能提升能提升，，鼓励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抓服务抓服务 树新风树新风 打造美丽乡村打造美丽乡村

村党支部认识到村党支部认识到，，要实现全村经要实现全村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加强精就必须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神文明建设，，积极倡导村民树立文明积极倡导村民树立文明
新风尚新风尚。。村党支部注重做好服务文村党支部注重做好服务文
章章，，实施实施““党群心连心党群心连心””工程工程，，每名党每名党
员联系员联系 55户农户户农户，，听民声听民声、、访民意访民意、、解解
民困民困，，妥善解决了妥善解决了 126126个老百姓反映个老百姓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文化志愿服务加强文化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队伍建设，，将乡村老党员将乡村老党员、、老教师老教师、、退退
伍军人伍军人、、致富能手及能说会讲致富能手及能说会讲、、能歌能歌
会舞会舞、、能跳会演的能跳会演的““文艺草根文艺草根””等等 8080
余人组建成志愿服务队余人组建成志愿服务队，，夏季每天晚夏季每天晚
上上 2020 点持续开展唱革命歌曲点持续开展唱革命歌曲、、扭秧扭秧
歌活动歌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丰富了群众的生活，，拉近了拉近了
干群的关系干群的关系，，形成了形成了““支部主导支部主导、、全民全民
参与参与””的浓厚文化娱乐氛围的浓厚文化娱乐氛围。。开展薛开展薛
关村善行义举关村善行义举、、十大好人评选和学雷十大好人评选和学雷
锋等活动锋等活动，，形成了形成了““政策宣传有人讲政策宣传有人讲、、
道德模范有人夸道德模范有人夸、、贫困救助有人帮贫困救助有人帮、、
群众娱乐有人演群众娱乐有人演、、传统节日有人庆传统节日有人庆””
的生动局面的生动局面，，目前已开展志愿活动目前已开展志愿活动 1010
余次余次，，连续三年给群众免费理发连续三年给群众免费理发 270270

余人次余人次，，为重塑乡村文明为重塑乡村文明、、助推乡村助推乡村
振兴凝聚了磅礴力量振兴凝聚了磅礴力量。。注重发挥注重发挥““道道
德银行德银行””引导作用引导作用，，以以““十星农户十星农户””评评
选为主抓手选为主抓手，，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发发
放积分放积分 3800038000 分分，，评选出村级评选出村级““十星十星
农户农户””2020个个，，乡级乡级““十星农户十星农户””44个个，，县县
级级““十星农户十星农户””22 个个，，营造了向上向营造了向上向
善善、、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在薛关村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在薛关村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干部
的共同努力下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近年来，，全村先后安装全村先后安装
了了8080盏太阳能路灯盏太阳能路灯，，硬化了硬化了70007000平方平方
米的道路米的道路，，500500户农户实现了自来水入户农户实现了自来水入
户户，，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切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切
实改善实改善。。投资投资 3939万元修建的一条万元修建的一条 450450
米的排水渠米的排水渠，，彻底解决了西队彻底解决了西队 150150余余
户的汛期排洪和房屋安全问题户的汛期排洪和房屋安全问题，，也体也体
现着支部班子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现着支部班子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
绩绩。。广大村民纷纷反映广大村民纷纷反映，，在村党支部的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带领下，，支部楼高了支部楼高了、、街上路宽了街上路宽了、、街街
边灯亮了边灯亮了、、钱包变鼓了钱包变鼓了、、百姓气顺了百姓气顺了。。

创业无止境创业无止境。。如今的薛关村事业兴如今的薛关村事业兴
旺旺，，群众致富的信心十足群众致富的信心十足。。面对新的历史面对新的历史
机遇机遇，，薛关村群众在村党支部的带领薛关村群众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下，，
正在构建更加美好的正在构建更加美好的蓝图……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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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三大抓手”打造美丽乡村
——记蒲县薛关镇薛关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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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接触蒲县产业发展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
艺师卢志俊，能让你嗅探到泥土深处的芬芳，感受到
奋斗激情的火热。30多年来，他把根扎在脱贫致富
产业发展一线，凭着对党的一腔赤诚和对农业、农村
工作的一片深情，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科技兴农
为己任，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勤勤恳恳，扎实工作，
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蒲县
特色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愧为致力蒲
县脱贫致富、心系产业发展的引路人。

恪尽职守 扑身一线
技术能力专业化

卢志俊1967年5月出生于蒲县乔家湾镇南峪村
委石河村民小组，1988年 7月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
专业毕业后回蒲县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他对农民农
村农业、对蒲县这片土地聚集着深深的爱。参加工作
后，一直立足蒲县农业，从开始的烤烟生产、发展马
铃薯到后来的开拓果业基地，他始终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务实工作的作风践

行初心使命，冲锋在前，刻苦钻研，大胆实践，用行动
擦亮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为了提升烟叶等级，他没
日没夜蹲在库房里，仔细观察每片烟叶、反复研究烤
烟技术，成为烤烟技术的行家里手。为了筛选出适宜
蒲县种植的马铃薯品种，他深入田间地头，切种、开
拖拉机、撒肥、铺膜、记载数据，对每一道工序都严格
把关。涉足果业时，他从零开始，在车上、办公室、家
里摆放着一簇簇的果枝，闲暇时便动手锻炼，实现修
剪技术直线提升。为了紧跟农业发展需求，多年来他
坚持每天看书至凌晨，专业笔记作了一本又一本。最
勤奋的人拥有最多的时间。他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是时间的弄潮儿。为了解决一个个生产技术难题，他
常常晚上查资料到深夜。在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先人
后己，先修剪群众的果树，后修理自己的园子，以苦
干实干赢得老百姓良好的口碑。他的执着与情怀使
乡亲们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那可是个脚踏实地的
真专家、实干家，能力强，本领过硬。”

立足长远 抓住根本
农技人才梯队化

蒲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一直对农业科技
人员给予全方位的关心支持，对此，卢志俊深有感
触：“我干不下样子，对不起县委、县政府领导。近
年来，蒲县县委、县政府大力扶持农业生态建设试
点，在资金、政策、服务等方面实行多渠道、多层次
的帮助支持。领导越支持我压力越大。”他把压力
化作了动力，在卢志俊身上，总有一种躬身前行的
力量。他的人格魅力来自于对事业的坚守、遇到困
难不退却的坚忍和不言弃的笃定。多年来，他在提
升自我的同时也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始终牢
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蒲县培育了大量
的农技专业人才。

2009 年以来，先后从中国农业大学、山西大
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院校招聘 20 余名专业人才，
陆续吸收 30余名乡土人才为中心技术员。引进人
才后，他建立竞争机制，细化科技贡献奖励办法，
在科技人员中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工
作氛围。他以“走出去、请进来”为原则，有计划、
有目的、分批次组织科技人员去外地学习深造，
考察取经，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定期聘请专家
教授来蒲县向技术人员讲解科技知识，促使技术
人员把握科技发展脉搏，紧跟科技发展步伐。他
牵头修建集教学、展示、试验、办公于一体的农业
资源开发中心实验大楼，创办科技示范园区，改
善员工办公、研发环境，为农技人才提供展示才
华的舞台。

用奋斗之犁开辟前行之路。通过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措施，蒲县构建起涵盖中国果树所、山西农
业大学等行业专家，单位技术人员，本地乡土人才
的三级技术服务体系，持续服务于全县马铃薯、烟
叶、果业、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卢志俊
带领的科研团队共研发各类实用技术和模式 20余
项，获得国家专利 6项，有力地促进了蒲县特色农
业发展。

专注田畴 勇挑重担
产业发展规模化

蒲县具备发展马铃薯、果树的自然禀赋，但是
产业化发展面临着生产模式落后、品种退化、产量
低、效益差、管理粗放的现状。2000年以来，卢志俊
从筛选马铃薯品种入手，多方拜师、争取资源、全
县布点，陆续筛选出“克新 1号”“费乌瑞它”“冀张
薯 12”等适宜蒲县种植的品种，亩均增产 750公斤
以上。探索“三种三收”高效立体种植模式，亩均产
值达到 4000元。同时牵头组建以马铃薯三级种薯
繁育体系为核心的蒲县现代农业示范园，打造出
晋南最大的脱毒马铃薯繁育推广中心，以成本价
累计为全县薯农提供脱毒种薯 1350余万公斤，优
惠 1300多万元。2013年，卢志俊获得中国农业部颁
发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山西省马铃薯脱毒
种薯繁育与推广）。

2016年，卢志俊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他没有摆
架子、提条件，主动承担起蒲县被子垣果园建设任
务，通过外出考察、邀请专家、亲自试验，在生态果
园建设、水肥一体化、果树开枝修剪、药茶开发、降
本增效等方面总结出了一整套技术创新方案，为全
县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模板。以此为依
托，指导县内 8个农业合作社的果业标准化基地建
设，辐射面积达到 1万亩。2020年 9月，在山东栖霞
市举行的全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蒲县被
子垣果园生产的“蒲香红”苹果获得国家级金奖 2
项，银奖1项。

卢志俊始终没有放弃专业和事业追求，在人
生河流里守住了生命的深井，这口井使他的生命
有了深度和高度。他一直称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
农民。一年四季永远是一身工作服。一心扑在农业
发展第一线，恪尽职守，刻苦钻研，以忘我的敬业
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致力于蒲县农业产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带领一批又一批农技骨干不
断成长进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使命与担当，他是蒲县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更是农
业产业发展的引路人。

把根扎在脱贫致富产业发展一线
——记蒲县产业发展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卢志俊

本报记者 王长波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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