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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新气象

初冬时节，寒气阵阵，可走进西贾
乡，记者看到的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
面，感受到的是干事创业的滚滚热流：

一个个村庄里，街道干净整洁，基
础设施完善升级，居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日益增强；

一处处农家小院里，村民在暖和的
屋子里享受着清洁能源带来的舒适；

一座座温室大棚里，一颗颗圆滚滚
的西红柿长势喜人；

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后焕
发出奋楫争先的勃勃生机……

勇于担当
树起工作“高标杆”

村“两委”换届选举、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清
洁取暖、疫情防控……这段时间，事情
多、任务重，各乡镇都进入了鏖战期。
可在西贾乡，清洁取暖安装任务率先
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试点工作圆
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方面工作扎实推
进……人们不禁要问，西贾乡为什么
几项工作都能走在全县前列？这一份
份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支撑西贾乡的
到底是什么？

张斌，西贾乡党委书记，多年的基
层工作磨砺出他超越年龄的沉稳。在
他的心中，一个基层党委书记，最为重
要的政治品格就是坚定的信念和勇敢
的担当。“哪项重点工程不是难啃的硬
骨头？哪项工作不会遇到困难？如果遇
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发展肯定无从谈
起。而要啃下这些难啃的骨头，靠的就
是党员干部‘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
担当。”

抓党建，带队伍，不怕事，敢担当，
在张斌这里不是一句空话。以上率下、
靠前指挥、做给大家看、带着大家干的
工作作风，是与张斌共事后，大家的一
致看法。“张书记是我们乡里干的最多、
加班最多，最忙最累的那个人。换届选
举期间，他事必躬亲、言传身教，每天带
领我们深究一条条政策、排解一个个难
题、研判一个个人选、推演一道道程序，
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一干就是十几天
不着家。”乡党委副书记黄泽宇说。

张斌带动大家打造出了一个坚强
有力、团结奋进的班子，锻造出了一支
敢打硬仗、敢于胜利的队伍。蓬勃向上
的朝气、攻坚克难的勇气、争先进位的
锐气，体现在西贾乡每一位党员干部的
身上。

温雅瑞是西贾乡的党委副书记、乡
长，看似柔弱，实则韧劲十足。从市直单
位到乡镇干部的角色转换，让她时刻感
受到振兴一方经济、维护一方稳定的重
任。“说实话，来到基层，许多个晚上我
都睡不踏实，心里装的事太多。不敢有
一点儿的懈怠，百姓的事就没有小事。”
就连大年三十晚上，她都舍下一双幼小
的孩子，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在岗位上。

领导干部冲在前、干在先，形成了
“头雁效应”。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是困
难就越要担得起责、扛得起事，对认准
的事情、决定的事项和部署的工作，即
使冒着风险、顶着压力也要干，成为西
贾乡所有党员干部的共识。

“马上就办”
交好清洁取暖新答卷

初冬的清晨，在南李村的一处农家
小院里，李玉霞正陪着3岁的小孙子在
家里玩耍。厨房里的壁挂炉调到了 38
摄氏度，家里暖暖和和。“我们家 2018
年安上了壁挂炉，今年是第 4年了，10
间屋子都装了暖气片，比以前烧锅炉取
暖，方便、干净得多。”

与李玉霞一样觉得清洁取暖方便
的，还有同村的邹红丽。她的丈夫是村
里出了名的能工巧匠，去年他们在网上
购买了水暖空调，对家里的暖气片进行
了改装，不仅美观，而且加热快、用气
省。“我们改装以后，把壁挂炉温度调到
40 多度，家里就 20 多度了，费用也不
高，去年3个月家里取暖带做饭才花了
2000多。”

“用天然气干净也方便，今年我们
南李村有不少人安装，用新能源的是越
来越多了。”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董敏卓这样说到。

其实不只是南李村，整个西贾乡今
年已累计安装天然气322户，安装任务
率先完成。这不凡的成绩，是西贾乡早
谋划早行动结出的珍贵果实。

考虑到今年是换届年，后半年换届
选举和清洁取暖会形成交叉之势，难免
影响工作进度。早在 4月份，西贾乡党
委政府就开始谋划清洁取暖工作，之后
全乡划分了任务量、倒排了工期，建立
了每日工作汇报制度。乡党委政府与
1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签
订了责任状，明确了每村每周的工作
任务量，并将每周任务的完成情况与
村干部和包村干部的绩效考核相挂
钩。对于未完成周任务的村干部和包
村干部，主要领导及时进行谈话，精准
把脉问诊、解决问题，并安排包村干部
和村干部利用周末“补上功课”。“煤改
气任务必须完成”的底线意识牢牢扎
根在全乡干部的心中。

细微之处暖人心。对于有顾虑的
群众，西贾乡的包片领导、包村干部、
村干部及时组成入户小分队，用最通
俗的语言、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
有针对性地进行答疑解惑，一次不行
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他们行动坚
决、作风踏实；对于不会操作的老人，
村干部会帮助他们调试好设备，老人
们只需要学会“一键开、一键关”的操
作即可。贴心的服务、积极的态度打开
了群众的心门，也保障了清洁取暖工
作顺利推进。

“绣花功夫”
选好群众“当家人”

街道干净整洁、冬青郁郁葱葱、党
群活动中心美观敞亮、文体广场设施齐
全，这是如今的郭店村给人的第一印
象。但说起曾经的郭店，村里人却是一
阵唏嘘。“垃圾堆得乱七八糟”“脏乱差
在县里都挂了号”“信访接二连三”“支
部大队杂草丛生，进去像进了‘聊斋’”。
曾经的村子让村民有诸多不满。

群众不满意，就要改。新上任的“两
委”班子，深深地感到了肩上的责任与
压力。“一上任，我就带着我们班子成

员、小组长清理卫生、整修党群服务中
心和文体广场，上任一个多月就干了一
个多月。”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梁勇
新笑着说道。

切切实实把郭店村建设好，是新上
任的“两委”班子的一致想法。69岁的李
海水劳动后累得腰酸腿疼，但心里很乐
呵。“既然群众选上咱了，咱就得兑现承
诺。只要是有利于郭店村的，我们班子

就得拧成一股绳加油干。”
担当实干的“两委”班子赢得了村

民的一致夸赞。“村容村貌变化很大，街
道干净了，文体广场的器材换新了，我
每天下午都带着小孙子去玩，心情都变
好了。”说起村里的变化，柴冬梅心里由
衷的高兴。“以前我们村的事情，干部过
问得很少，现在干部们大事小情都能抓
到点上，一心为群众办事，都带着头

干。”68岁的梁俊华觉得如今的村子美
了不少。

“明年，我们准备建设高标准农田、
硬化村里的道路，把我们的村子建得更
好。”梁勇新已经有了下一步打算。

与梁勇新一样新上任的贾龙腾是
义顺村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虽然
只有 32岁，但部队的经历让他干起活
来丝毫不含糊。

上任不长的时间里，他带领“两委”
班子自筹资金 15万元，硬化了村里的
两条主路、整修了积洼地带，新建了沥
青篮球场，安装了健身器材，义顺村的
党群服务中心焕然一新。“既然选了我，
就要实实在在地干。我要接纳老百姓的
意见，赢得大家的支持，然后带着大家
评上乡里的示范村。”贾龙腾还想着发
挥村里法律能人的作用，以支部为支
点，为村民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疑
问。眼下，他正在筹划着组织村里的能
人集资修建人民舞台和公厕，更好地满
足群众的生活需求。

为了选出像梁勇新、贾龙腾这样
一心为民干事的“领头雁”，真正的选优
配强村“两委”班子，西贾乡一方面做好
分阶段业务培训工作，提前谋划思路，
组织由分管领导和有实战经验的领导
干部组成的 5 人研判小组，找准带头
人，拆分时间节点，吃透法律和文件精
神，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谋划、找准
对策。另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对村
委换届工作的领导，在各村召开村民代
表会议和选委会会议时，乡党委均派领
导干部到会指导。同时，明确分工、压实
责任，严谨组织现场选举，真正把牢选
举程序关，规避漏洞，让选民群众认可
选举，保证选举前后村情平稳。截至10
月21日，西贾乡的选举工作全面结束，
圆满完成了村“两委”换届试点工作，百
分百实现村“两委”主干“一肩挑”，为全
县全面开展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积
累了经验、提供了示范、打造了样板。

久久为功
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

虽已是冬季，但西毛村森峰蔬菜大
棚农业合作社的8个大棚里，却是一派
春意盎然。正在棚里忙活的大棚负责人
李森峰开心地说：“再过一个月，这茬西
红柿就要上市了，现在的价格好，每斤
两块多，如果过段时间，价格不落，这一
个棚就能有不少的收入。”这些收入，也
能带给脱贫户更多的收益。

李森峰是西贾乡的党员致富带头
人。去年，他利用 43.26万元扶贫资金
建起 8 个标准日光温室大棚，每个大
棚占地 2.5 亩，主要经济作物是西红
柿，调产作物为黄瓜。每年给贫困户的
保底分红是 4.4 万元，惠及 24 户贫困
户，市场行情好时，还有额外分红。去
年 24户贫困户每户分红 1850元，今年
15 户脱贫户和三类户每户分红 2960
元。这是西贾乡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一
个有力举措。

今年以来，西贾乡坚决扛起巩固脱
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持
续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的
核心指标，逐项逐条对照上级工作要求

抓好问题整改，因村因户施策，认真谋
划产业扶贫项目。除了注重挖掘党员致
富能手外，“保底+分红”的收入分配模
式和“产业收益+产业带动”的发展模
式，也带动了周边脱贫户的就业。同时，
西贾乡积极争取到两个产业扶贫项目，
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脱贫户收入，
实现了从“脱贫”到“致富”的大跨越。

“精神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同样重
要。安咸平村是全乡脱贫户最多的村，
促进脱贫群众精神上的脱贫是村里的
重点工作。几天前，一座投资 32万元、
100多平方米的人民舞台开工建设，明
年，村里的老百姓们就可以在这里开展
文化活动，持久的脱贫致富动力将被激
发出来。

面对今年全县遭遇的有记录以来
的最强秋汛，西贾乡主动作为、扎实做
好脱贫户、水毁项目等排查和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全力打好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的硬仗。

这两天，西贾乡的范金希两口子
心里舒坦多了。今年的强降雨造成他
们家6间房屋后墙地基下沉，这让两口
子心情很是沉重，家里的主要收入就
是地里的庄稼，还要供养两个上大学
的孩子，经济负担很重。就在这时，西
贾乡的乡村两级干部第一时间对受灾
房屋进行了紧急排查，范金希的房屋
被县上的鉴定队鉴定为 C 级住房，并
迅速给出了修缮方案。前两天，房屋修
缮完工并顺利通过验收，范金希两口
子的心这才放下来。

说起这次灾后重建的过程，老范
的妻子动情地说：“咱农民一辈子盖次
房子不容易，要是塌了，再修就修不起
了。这回真是要感谢乡里和村里的干
部，书记、分管领导都上门跑了好几
次，具体分管的干部，还让我把电话、
微信都加上，积极帮我联系各个部门，
一块商量咋办。真没想到这么快房子
就修好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党的
好干部。”

在西贾乡，像老范两口子一样得到
房屋快速修缮的还有 4户，11月 20日
前，他们的房屋修缮工作已全部完成。

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西贾乡
发扬务实作风，按照“真实、可靠、准
确”原则，细致扎实开展灾后房屋受损
情况摸排统计，确保“一户不漏、应统
尽统”，第一时间对需要修缮的危房住
户细致解读灾后修缮重建政策，协助
办理相关申请，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快
速出具鉴定意见和修缮方案，倒排工
期，加紧施工，确保了群众早日安居、
温暖过冬……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我们基层的党员干部更应该永葆
昂扬的奋斗姿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闯劲，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的拼劲，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干劲，
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
以‘争先、进位、崛起’的使命感，在全
方位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中贡献西贾
智慧和力量。”西贾乡党委书记张斌充
满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