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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早上6:30， 人们在睡梦中，
她已在看经视新闻。 7： 00， 人们在上
班路上， 她已在社区周边早巡。 她就是
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的书记张国庆。

“我没有周末、 没有嗜好， 如果说
有一点嗜好的话那就是围着居民转。”
张国庆认为干部不能天天呆办公室， 必
须多出去走走才接地气。

8： 30， 张国庆去了社区的戒毒中
心,看望那些正在强制戒毒的人。 居民
都怕碰到吸毒人员的衣物， 可张国庆还
是像往常一样， 将一堆脏衣服打包带回
家去清洗。 在她的眼中， 吸毒人员就
是普通人， 只是做错了事， 所有人都
要宽容、 帮助他们。

在回来的路上， 张国庆聊起了她
帮人戒毒的往事： 天剑社区原名叫
“扫把塘”， 曾是长沙最大“毒窝子”，
居民们天黑不敢出门。 为了改变民风，
当时她从吸毒头子王国正 （化名） 开

始， 连续三个月去他家做工作， 每天
下午下班后还骑车十余公里去戒毒所
看他。 3个月下来， 王国正被张国庆打
动， 初步戒掉毒瘾， 还成为了社区禁
毒志愿者。

上午从戒毒中心回来， 张国庆并
没有回办公室， 而是在社区周围转转，
和群众聊聊天， 看看大家正关心什么，
“有很多问题就是在聊天中发现， 然后
找到解决方法。”

在过去聊天过程中， 张国庆得知
社区有很多居民是建筑工人， 他们一
辈子在给别人建房子， 自己却没好房
子住。 于是， 张国庆迅速向上反映情
况， 很快筹集到资金， 在社区修建了5
栋廉租房， 配套了健身器材和纳凉亭。

目前天剑社区已有249户困难居民
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70多岁的敖秀兰
娭毑说： “一辈子没住过新房， 没想
到廉租房圆了我这个梦。”

张国庆中午在社区食堂随便吃点，
办公室休息一小时后又开始下午的工
作。 下午2： 00， 张国庆来到扫把塘党
支部会议室参加“家庭党校”。 “家庭
党校” 通常将会议地址选在一楼居民
家中， 极大方便了行动不便的老党员
来上党课。

会上9栋203的住户黄嗲嗲反映，
水工小区厕所下水管道严重锈化， 污
水外溢从楼上流到地面。 张国庆当场
号召老党员以集资的方式解决问题，
并联系到自来水公司前来修复。 “家
庭党校不仅为群众解难题， 社区很多
重要会议会在这里召开， 让群众参与
其中， 提出自己的意见。” 张国庆说。

下午5点左右才散会， 张国庆她继
续呆在社区警务室， 一直到晚上十点，
方便群众随时随地找到她。 “早就习惯
了把社区当成自己家， 每天不到10点不
想回去。”

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下面
我就“如何当好基层书记”谈几点体会。

对党忠诚，不忘初心。 天剑社区现有
党员 195 名， 其中， 身体不好的党员有
36 人，卧病在床的有 12 人，能坚持参加
组织生活的只有 100 人左右。 为了解决
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组织开会难、 活动开
展难、学习培训难的“三难”问题，每个支
部（总支）重点打造一个“家庭党校”，由
党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担任“校长”，学
校地址通常选择在一楼的居民家中，甚
至花园的长椅上， 树荫下的小方桌也成
了党校基地。 对于行动不便、 生病等原
因不能参加学习活动的党员， “校长”
和其他党员送学上门， 及时把党的“好
声音” 传达到每名党员。

勇于担当， 责任在心。 天剑社区特
殊人群原有刑释解教人员 142 人， 其中
吸毒人员 52 人， 因吸毒过量死亡的 2
人， 已成功戒毒 10 年以上的 3 人，
5-10 年的 11 人， 3-5 年的 25 人， 正
在社区戒毒期内的 4 人， 正在强制戒毒
及服刑 7 人。 天剑社区原名叫“扫把
塘”， 曾是长沙最大的“毒窝子”， 作为
社区书记， 我有责任带领大家除掉毒
瘤。 我对社区吸毒人员的态度就是“他
们做错了事， 我们一定要挽救、 帮助和
包容他们”。 现在， 天剑社区活跃着一
个由 150 名志愿者组成的妈妈禁毒联

盟， 禁毒工作越做越好， 成为了社区的
一块品牌， 而我也被联合国禁毒署官员
称为“中国民间禁毒第一人”。

情系群众， 贴心为民。 天剑社区位
于南部老城区， 基础设施较差， 社区居
民多次联名打报告要求社区党组织添置
健身器材。 拿到报告后， 我心里就盘算
着哪里人流量最大， 哪里最方便安装，
资金从哪里筹。 后来， 在区、 街的支持
下， 我们将廉租房 5 栋的空坪路面硬

化，安装了健身器材，居民终于可以开心
的进行锻炼了。

去年 6 月 13 日张月珍、 陈梅秀、黄
正燕等居民反映夏天高温炎热， 健身不
方便，建议修建一个纳凉亭。 经社区党委
商量讨论后，社区 6 月底开始动工，七月
初完工，一个长 9m，宽 2.6m，高 3.6m 的
供过往行人、 社区居民及环卫工人休憩
的凉亭拔地而起， 居民纷纷点赞夸社区
党组织又办了件大实事。

我叫王再德，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
村人，1976 年开始担任村书记，2014 年
卸任，在支部书记岗位上连续工作了 38
年，退休后在村里做顾问。 几十年风风雨
雨，历经坎坷挫折，感受良多，总结起来，
一共是四点：力求四有，立足四抓，力克
四难，力争四舍。 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是有奋斗目标。 1976 年，上级做
工作要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我说我要
么不干，要干就干十年。 我认为要把黄龙
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 不可能三五年就
做得到，没想到这一干就是近四十年，现
在看来应该说是有长远打算的。 二是有
四敢精神。 就是要有敢想敢干、 敢于担
当、敢于竞争、敢于创新的精神。 从黄垅
村到黄龙村到黄龙新村，一次次的更名、
一次次的变革都与“新”字有关。 三是有

民主意识。四是有管理水平。要会整合资
源，能调动人积极性，并使其产生效益，
继而让效益产生合力。

一是抓队伍建设。 制定了一系列的
制度，这些制度一环套一环，内外融合，
使之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发挥作用：
标准加强村级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
设，全体村干部必须做到“四不”、对村干
部实行“四定三评”制度，让每名村干部
都有章可管、有岗可为、有积极性办事。
二是抓集体经济。 带领大家办了九个集
体企业。使集体经济逐步壮大。三是抓公
益事业。 投入建设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
件，兴办公益事业，建设文化阵地，优化
生态环境。四是抓人口素质。兴办幼儿教
育、完善义务教育、办好成人教育、发展
远程教育、鼓励高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

学一条龙， 一系列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
提高素质。

一是决策难准。 当支部书记有时要
表态、要拍板、要做决定。 如何把决策作
准？ 这就要做到四明：一是实事求是，有
自知之明；二是调查研究，有借鉴之明；
三是审时度势，有先见之明；四是广纳良
言，有主见之明。 二是坚持难守。 有时候
要有种蚂蝗精神，叮着不放。 黄龙新村的
好多制度不坚持取不到今天的成果，我
们支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各种制度都坚
持了 20 年。 三是全面难为。 村级工作要
全面，一是胸中要有一盘棋，村上哪个问
题哪项工作哪个地方，你要清清楚楚；二
是要“做一备二考三”，做了这件事的时
候你要考虑那件事准备那个事， 通盘考
虑；第三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不能顾
此失彼。四是人心难得。怎样才能够得人
心呢？ 善于团结别人，二是要善于用人，
三是要不负人，四是能服人，五是谦虚谨
慎做人，六是紧跟上面的人。

一是舍得动脑筋。 我当支部书记几
十年，一年到头，时时刻刻有事想，始终
围绕“为什么”想事情，始终围绕“怎么
办”做文章。二是舍得花时间。几十年来，
我每年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360 天， 几十
年没有节假日，从没有晚上 12 点之前睡
过觉。 三是舍得干。 这些年，我骑坏 7 部
单车，不晓得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也不晓
得多少次露宿街头。 四是舍得放弃个人
利益。 时到晚年，我给自己做出了定位：
保持晚节、保重身体、发挥余热、尽心尽
力为社会发展、为党的事业、为黄龙新村
的再次腾飞奉献自己晚年的力量！

在长沙县， 有一片错落有致、 红瓦白
墙的屋舍， 其间马路纵横、 田园阡陌， 这
便是黄龙新村。

村上的老书记王再德今年已退休一
年， 但仍每日骑着自行车， 准时来到村
部。 这位70岁的老人， 虽略显疲倦， 但
眼神坚毅、 面露喜色。

问及有何喜事， 他答道： “忙着追
梦， 虽累尤喜。”

王老口中的“梦” 是他在五年前提出
的构想， 在他的规划里， 要将黄龙镇土地
缩小到2000亩以内， 在这2000亩土地中
打造低碳生活安居园、 公共服务文化园、
商贸物流产业园以及现代农业观光园四片
乐土。

这个“黄龙梦” 在王再德心里盘旋多
年， 多次向县政府报告申请， 但因多方原
因未得以落地。 2014年， 王再德从书记
的岗位上退下来， 他心想这愿望更是难以
实现了。

然而， 事情在今年六月份出现了转

机。
“王书记， 天大的好消息， 县政府通

过了你的提案， ‘黄龙梦’ 要成真啦！”
彼时， 王再德已经顶着重病奔波在外了好
几天， 本准备隔日再返程。 接到村里电
话， 他精神一振， 当下决定出发赶回村部
开会。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 这是全村人
的梦想！” 追梦计划开始了， 王书记变得
更为忙碌。

“王老身体不好， 平时出门随身带着
一堆药罐， 我常劝他要他好好休息， 他只
笑说这老黄牛怕是停不下来咯！” 黄花镇
党委书记彭正球说道。

“有人问我操劳一生图个什么， 其
实我也就是图个享受。” 王再德微微眯起
眼， 透出一股满足的喜悦， 他说自己喜欢
晚上在村里散散步， 伴着耳畔阵阵虫鸣，
往事如走马观花逐一浮现， “人各有志，
回忆起村子如何从最初的穷山穷水变成现
在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享受啊！”

就新常态下如何当好村级党组织书记，
我简要汇报几点实践做法和个人体会。

当好书记，就是要抓出好党建。 作为村
级党组织书记，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第一
责任，作为引领发展的前提条件。 我与支村
两委一起，确立了杨花村发展思路：党建领
航，以“文化兴村、教育强村”为突破口，整合
提升传统产业， 开发 休闲旅游产业， 建设

“秀美、富裕、文明”的新杨花。在发挥党建领
航作用中，我提出通过分类成立支部，设置
党小组，强化党组织作用发挥；合并村民小
组，民主选举组长，健全组织网络；加强党员
队伍建设，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强化党
员意识和奉献精神。

当好书记，就是要让群众有幸福感。 我
村文化底蕴深厚， 我考虑从文化入手， 发
挥村级优势， 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为此，
我组织牵头于2010年成立“浏阳市松芙文
化研究中心”， 收集、 整理、 研究相关资
料， 发挥启迪后人、 教化一方、 宣传杨花
的综合效应。 为丰富村民的文体生活， 提
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我们选址人口最集中
的长口塅， 新建杨花村文化广场， 并相继

建成樟溪、 下湾等片区广场， 成为群众文
化活动中心。 每年固定举行文体活动， 如
正月初一的新春篮球赛和环村长跑赛、 正
月初六的村庆综合文体活动、 暑假大中学
生篮球邀请赛等等。

当好书记， 就是要坚持做利长远的事。
推进村级发展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更要转
变思维、 立足长远求发展。 在我看来， 提
高农村教育水平， 改善本村学子的教学环
境， 正是利长远的头等大事。 为此， 我们
采取一次性缴足认捐基金和每年缴纳认捐
基金的8% （即利息） 的方式， 成立了全省
第一家村级教育基金会， 目前基金会已接
受认捐150万元， 用于杨花村奖教奖学，
扶持特困家庭学生212人， 村小学的教育设
施也得到全面提升， 教育基金会成为了村
里与杨花籍在外工作人员联系沟通的纽带，
关注关心支持家乡发展的平台。 此外， 我
注重农村学前教育， 采取村企合作共赢的
方式创办了村级幼儿园。 近年来， 我村共
奖励大学生84人， 研究生13人。 自2011年
起， 每年暑期举办中小学生夏令营， 免费
对中小学生进行兴趣培训。

7 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刚上班， 横溪组杨端其的妻子晏其
青就带着儿子在门口等我。

前几天，晏其青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杨
品荣考上了浏阳二中，但因为家中实在困难，
根本没能力供儿子上学， 孩子他爸便叫儿子
到江浙一带打工，孩子很不情愿地去了，但做
母亲的很揪心。

我当即回复她， 赶快叫儿子回来做继续
读书的准备，回来后即与我联系，具体解决办
法当面交流，同时与浏阳二中联系，作为特殊
情况推迟报名。 今天一见面，原来这个杨品荣
是我曾经熟悉的一个孩子， 在我们村的篮球
训练班参加过训练，很懂礼貌。 我大致地询问
了杨品荣的学习和考试情况， 知道了他是一
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说了一些安慰和鼓励的
话，表态支持他继续深造，费用从三个方面解
决，一是自筹一部分；二是通过村级教育基金
会解决一部分； 三是争取社会和个人资助一
部分。 母子俩露出了开心的笑脸。 从这个事
情，我看到了村级组织和领导人的莫大责任，
虽然我村这些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村
民的生活也普遍上了一个档次， 但就在我们
的身边， 竟还有孩子想读书而因家庭经济原
因不能圆梦。

今天我还抽空到我乡籍湖湘文库副主任
夏剑钦教授家拜访， 他跟我说起去年我村正
月初一发生的一起山火恐慌事件， 自己到杨
花村走亲戚， 很多杨花村人都说关键时候搭
帮刘书记到了现场。 听后我的感觉是贪天之

功， 感慨万千。
正月初二凌晨的那个突发事件跃然脑

际： 正月初一， 一场山火到晚上 12 点才扑
灭。 次日临晨四点，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
我从睡梦中惊醒， 迷糊中我听到一位党小组
长向我报告， 昨天已扑灭的山火复燃， 已经
逼近一个花炮厂的火药仓库， 情况十分危
机！ 我胡乱穿上两件衣服， 一边开车一边向
乡政府值班室报告， 同时通知其他支村两委
成员起床应对。 赶到时， 只见关口桥上站满
了人， 很多人正在焦急地联系车辆撤离， 各
种大小车辆匆匆驶来， 匆匆而去。

我请大家冷静一下， 无济于事， 于是便
动员大家去救火。 很多人劝我， 火药库马上
就要爆炸了， 谁还敢上山？ 我说只要有一分
的希望就要做一百分的努力， 何况到底是什
么情况还不知道， 我坚持开车上山。 到了山
上， 我把花炮厂的老板叫过来， 被告知仓库
没有危险， 火情也可以控制。 为了慎重起
见， 我巡视了一下火势和仓库， 证实没有危
险。

这时， 邻村负责人不断打电话进来询
问， 说杨花乡的主要道路都被堵塞了， 到底
有没有危险？ 闻言我往山下一看， 整个杨花
乡灯火通明！ 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立即向本
村和其他村负责人通报， “没有任何危险！
我就在山上现场！” 同时通知支村两委成员
赶快下组和到路上向群众解释： 没有危险，
不必惊慌！ 我也赶快下山， 一路向群众喊
话。 很快控制了混乱的局面， 到上午 8 点
半， 完全恢复正常。 (刘良洪)

毛敏轩

嗜好就是围着居民转

沉下心来多为群众办实事

立足本职 情系村民

天心区天剑社区党委书记 张国庆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王再德

长沙县黄花镇黄龙新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王再德

天心区天剑社区党委书记 张国庆

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党总支书记 刘良洪

心中常怀“黄龙梦”
李曼斯

做群众中的“吸铁石”
当好村级发展带头人

群众之事无小事

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党总支书 刘良洪

本版图片均由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民情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