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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墩苗”
方能根深叶茂
———透过四位选调生在基层的故事看湖南选调生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年轻干部的培养，不是单纯的 “搭
台子”、“给位子”和“破格提拔”；更重要
的是要让他们在基层 “墩墩苗 ”“接地
气”，发挥所长、补足短板。这是中央基于
新情况， 对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提出的新
要求。

选调生工作， 正是这样一份磨砺青
年成长成才的“磨刀石”。湖南自1980年
起开始， 有计划地从高校选调品学兼优
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选调生） 到基层工
作。经过36年的积累和探索，选调生工作

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为
县乡基层培养储备了一大批党政领军骨
干， 为各级党政机关输送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 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中高级领导
干部， 也必将为全面实现小康湖南提供
更多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我省4位不同年
龄、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选调生代表。
在他们的故事里，到基层去，是一种职业
选择， 更是一种价值追求， 一种人生态
度。他们的经历也启示着“后来者”：只有
多在基层“墩墩苗”，方能汲取丰厚的营
养，长成根深叶茂的大树。

� � � � 【档案】
廖桂生，男，衡阳耒阳人，1970年出

生 ，1995年6月入党 。1993年从中南工
大（今中南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成为
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 曾任临武县万水
乡团支部书记、乡长助理，临武县万水乡
党委书记，临武县委副书记，汝城县长，
汝城县委书记，桂阳县委书记等职务；现
任湘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
统战部部长。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称号。

【经历】
如果没有1993年5月的那场选调生

考察， 廖桂生几乎可以看到毫无悬念的
未来———进入省城某高校任教， 躬耕三
尺讲台，探求专业领域。

“我的报到证都已经发到那边了，这
个时候学校通知我们参加选调生考
察。”廖桂生回忆说，当年的“竞争”还
挺激烈，120多名学生参加考察， 最终
入围选调生的只有10来个人， 自己就
是其中一个。

一边是安稳的高校， 一边是充满未
知的基层， 满怀着“科技兴湘”“来自农
村、服务农村”的热忱与抱负，廖桂生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廖桂生的第一个岗位是临武县万
水乡企业办干事，驻守三十六湾矿区。在
矿区，他见过“黑土”变黄金，也看着青山
一点点被蚕食、 绿水一天天变浑浊。“发
展只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吗？”廖桂生在
心底无数次问自己。

2012年， 廖桂生担任汝城县委书
记。其时，恰逢国家启动实施罗霄山脉片
区扶贫攻坚计划，随着厦蓉、岳汝两条高
速公路的修建，汝城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然而，围绕发展路径的选择，出现了
不同声音：有人提议“利用交通优势，做
大做强房地产市场”，有人说“矿山大县

要加大矿产开发力度”。廖桂生听了摇摇
头：“对于增加财政收入、 做大GDP总量
来说， 这些办法立竿见影。 但从长远来
看，只是权宜之计，甚至要付出生态环境
被破坏的代价。 三十六湾的教训还不深
刻吗？”

汝城如何发展？ 廖桂生一头扎进基
层得出结论：汝城历史文化厚重、生态环
境秀美、温泉资源独特、气候条件优良，
可以打造好“特色、古色、红色、绿色”四
张名片，实现脱贫奔小康。

跑项目、争资金、要政策……那段时
间里， 廖桂生在国家部委和省市部门四
处奔走，为汝城争取到7个高速互通出口
和5亿元企业债券的发行资格。

2013年4月， 汝城引进的松溪茶叶
开发有限公司遇到资金困难。 廖桂生带
着企业老总， 向华融湘江银行郴州支行
求助，他对行长说：“这个企业一定会有前
途，请你们支持。我愿意用县委书记这顶
帽子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真诚打动了
行长，最终企业获得800万元紧急贷款。

目前， 汝城县已成为周边省市旅游
度假重要目的地和全省茶叶生产重点
县， 温泉旅游和生态农业成为全县支柱
产业。

【感悟】
廖桂生：种庄稼有个讲究叫“墩苗”，

就是在幼苗阶段，不能让茎叶长得过快，
否则根扎不深， 茎秆不壮实， 风一吹就
倒。因此，要压一压长势，墩墩苗。

庄稼生长是这样， 人才成长也是这
样。越是想飞得高，就越要打牢基础。要
把全部精力放到干好工作、练好内功、修
好德行上， 把所有情感放到与基层群众
交朋友、解难题、办实事上，从最生动的
一线汲取营养，快速健康地成长。

当我们把每一缕根系深深扎入群众
的土壤，还有什么风雨不能从容面对呢？

� � � � 【档案】
余良勇，男，岳阳临湘人，1973年出

生，1996年入党。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哲学系，加入选调生队伍。曾任岳阳市
君山区大湾芦苇场党委副书记、场长，良
心堡镇党委副书记、采桑湖镇党委书记，
君山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岳阳市委副
秘书长等职务。2010年起援藏3年，任西
藏自治区桑日县委书记。 现任云溪区委
副书记，区长。

【经历】
1997年夏，25岁的余良勇即将从北

大毕业，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等好几
家中央单位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留京
任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一次湖
南省委组织部设在北大的选调生见面
会，向他敞开了一扇不一样的人生之门。

“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骨子里总
想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诩为“自
信、任性”的余良勇，义无反顾地放弃了
留京的机会回到湖南。 他还谢绝了组织
部门将他放在长沙的安排， 主动要求到
岳阳老家最艰苦的地方去。

余良勇首先被分配到岳阳市君山
区的大湾芦苇场担任组织干事。起初，总
有好奇的人跑到余良勇的屋里来， 认识
一下这个从北大来的“芦苇工”。余良勇
就笑嘻嘻地喊大家进来聊天， 很快和职
工们打成了一片。到了11月芦苇收割的
季节， 他白天站在洞庭湖边统计芦苇数
量，晚上就住在湖边的芦苇屋里。初冬的
湖风飕飕地刮， 余良勇的脸被吹开一道
道口子。 职工们说，“这个北大的伢子没
有半点书生的傲气，吃得苦，做得事！”

3年后，他被破格提拔为芦苇场场

长，2002年又被提拔任采桑湖镇党委
书记。

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前面办
公， 后面住宿， 就是余良勇的全部“地
盘”。当时采桑湖镇刚成立不久，政府背
负历史债务6400万元，各方矛盾比较尖
锐，每天都有人到镇里来上访。余良勇的
办公室兼宿舍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

有一次， 一群上访户因为镇政府债
务问题来找余良勇。 领头的上访户说完
自己的诉求后， 随手就拿起晾在架子上
的毛巾擦了擦嘴。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
余良勇办公室“督工”。看到余良勇在用
那条被自己擦过嘴的毛巾洗脸， 老乡很
惊讶：“余书记， 我用过了你怎么也不嫌
弃？”“嫌弃什么，你又没有传染病，洗洗
接着用嘛！”余良勇的一番话，暖透了老
乡的心：“余书记， 你这么说是看得起我
们乡里人。我跟你表个态：我带来的那些
人，我负责带回去做工作，保证不再给你
添麻烦！”

人心齐、 事业兴。4年后余良勇离开
采桑湖镇时，不仅还清了6400万历史债
务， 所有运转经费全部实现自收自支，4
年内评了两次优秀乡镇。

【感悟】
余良勇：在基层工作，一定要真心对

群众有感情。这不是工作方法，而是最深
刻的思想认识。援藏期间，为了便于与当
地藏民交流， 我对着磁带学了三个月的
藏语，下乡调研时可以直接和他们交谈。
离开西藏时， 一些藏民赶了几百公里的
路来送行。 将心比心， 真心才能换来真
情。只有以平等的姿态接触群众、以真诚
的态度尊重群众，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认
可，受到人民群众拥戴。

市州的“育苗经”
衡阳：长“才气”

在认真组织好每一届选调生岗前培训班
的基础上，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市
县两级共举办选调生专题培训班10余期，培
训300余人次。同时，选送30余名选调生到清
华大学、省委党校参加高层次培训。通过教育
培训，促使选调生尽快转变角色，夯实选调生
做好基层工作的理论基础。

常德：接“地气”
坚持把基层一线作为选调生成长的“苗

圃”，在基层“墩苗”。市县组织部门严格坚持
新录用选调生必须在乡镇工作两年以上，不
得被上级机关借用。乡镇党委实行“一对一”
管理培养模式， 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为第一培
养责任人， 专门指定一名农村经验丰富的班
子成员为直接责任人，负责传帮带。同时让选
调生到村任职或兼职，拜群众为师、学群众语
言、做群众工作。通过基层磨砺，目前有20多
名选调生担任乡镇党政正职。

益阳：强“底气”
将表现优秀的选调生优先纳入后备干部

队伍，对历练成熟的选调生，及时选拔到领导
岗位，特别优秀的允许破格提拔。同时，每年
通过定向遴选和选调方式，为选调生到市、县
机关工作提供机会， 积极鼓励、 支持参加中
央、省直等机关单位的遴选。近三年来，全市
在乡镇工作的选调生共有10人选拔到领导
岗位工作、85人选调到县直以上机关，占到了
乡镇选调生存量的42.4%。

� � � � 【档案】
宋明明，女，长沙宁乡人，1977年出生 ，

1997年5月入党。1997年从岳阳师专物理系
毕业，成为一名选调生。历任长沙市开福区福
安乡党政办副主任，新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区委接待办副主任，通泰街道办事处主任，新
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现任开福区区委办常务
副主任。

【经历】
宋明明选择选调生的理由， 最朴素也最

直接。父亲是位老干部，觉得她的性子沉稳、
有主见、 善于与人交流，“适合做政治工作”。
在父亲的鼓励下，1997年， 刚满20岁的宋明
明加入了选调生队伍。

宋明明是在城里长大的姑娘。 在分配
到长沙市开福区福安乡（今四方坪街道）前，
她对农村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书本里。临行
前， 爸爸特别叮嘱她：“你们是组织选出来
最优秀的人， 就要在分配的岗位上干出最
优秀的事。”

带着父亲的教诲， 宋明明信心满满地去
报到。上班没几天，正好赶上浏阳河的汛期，
大部分乡干部都被抽调到前线装沙袋， 新来
的女干部宋明明则留守在办公室。 可是干劲
十足的宋明明哪里会肯，“一下班， 我就跑到
堤上帮忙，装沙袋、扛沙袋……跟男孩子没两
样。”整个汛期，宋明明的休息时间几乎都留
给了浏阳河大堤，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一年后， 表现突出的宋明明被提拔为全
区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一个小姑娘刚工作
一年就当了领导，肯定会引起议论。”她说，周

围常常充斥着羡慕、质疑、非议等目光。而随
后她在新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一干
就是11年，又惹得旁人议论纷纷。

“看着周围同事升的升、调的调，说不焦
虑是不可能的。” 宋明明坦言， 但她更清楚，
“不动”时更要耐得住寂寞，与其忙着出头，倒
不如埋头把工作干好。

她的表现， 组织看在眼里。2013年9月1
日， 她调任新港街道党工委书记。 到任第一
天， 新安寺社区安置房的住户们就给了她一
个“下马威”。

新安寺社区的统建安置房已建好4年，久
拖未分。这一天，上百名住户齐齐围住街道办
公楼大门，吵嚷着要住新房。

“居民们总认为背后有利益黑幕，几次组
织的分房抽签活动都被人抢了票箱。”宋明明
清楚，症结在于群众不信任干部。于是，她一
方面召集了19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 妇女
队长等，挨家挨户地说明政策，另一方面鼓
励群众主动参与到分房的组织工作中来，全
程监督。

11月17日， 分房大会举行，188位村民高
高兴兴地领走了140套房子钥匙，无一人闹事。

【感悟】
宋明明： 选调生是一个既特殊又不特殊

的群体。说它特殊，它集合了一大批综合素质
较高的优秀大学生；说它不特殊，也是普通的
基层干部，不要觉得“高人一等”。把自己看小
一些，把名利看淡一些，把职务看轻一些，以
平和心态对待进步，以豁达胸怀处理得失，以
奉献精神服务社会。

� � � � 【档案】
易祥涛，男，娄底涟源人，1989年出生，

2010年入党 。2012年毕业于长沙学院软件
工程专业。2015年， 他以长沙县干杉镇杉岭
社区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考取了省委组织部
的选调生。 现任株洲市荷塘区仙庾镇东山村
村支书助理。

【经历】
与几位“前辈”的理想与情怀相比，“89

后”易祥涛则更加“务实”：2012年大学毕业
后，他先考取了大学生“村官”，三年服务期满
后，2015年，他又成功通过了选调生考试。

“当年考大学生‘村官’，一方面是打算在
基层好好锻炼一下， 一方面也是由于有组织
部门的各种支持政策。”易祥涛坦言，三年服
务期结束，他想留在基层再学点东西，又盼着
解决个人身份问题，于是，选调生就成了最佳
选择。

从2015年起，省委组织部要求所有的选
调生都必须在村里工作满两年， 易祥涛正巧
赶上“这一拨”。从大学生“村官”到选调生，易
祥涛对身份的转变“感觉不明显”。

“早在当‘村官’时就发现：基层工作并非
我想象中那样惊涛骇浪， 大多数时间我们在
做极其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工作。” 易祥涛
说，选调生一般负责写材料、接电话、打扫卫
生、接待来人来访等工作，既琐碎，又难有成
就感。尤其是面对群众各种诉求，常因工作方
法欠缺而心生挫败。

刚到村里时，大家对易祥涛很热情，经常
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后来，乡亲们几次向他咨
询一些电脑常见故障、手机软件安装等问题。

在易祥涛看来这些都是“小儿科”，不自觉流
露出“怎么连这都不懂”的神情。一来二去，大
家觉得这个伢子“调子高”，不愿意和他多来
往。

易祥涛的直接培养人———镇党委书记周
湘雄在入村走访时发现了这一问题。 他找到
小易，语重心长地说：“农村人很朴实，讲感情
也要面子。要想与他们心贴心，你自己就必须
付出更多的真诚、耐心和行动。”

周书记的一番话，敲醒了易祥涛。他及时
调整心态，“挽救”了同村民之间的关系。

2015年8月， 在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申
报工作中，易祥涛得知，有一对熊席命、熊根
明残疾兄弟住在破烂的土坯房， 生活只能靠
低保补助维系， 便努力帮他们申请到了免费
建房的指标。盖房时，易祥涛又忙前忙后帮着
跑腿搭手， 不知情的建筑工人还以为他是熊
家兄弟的亲戚。

不到4个月，两兄弟就住进了新房。入住
当天， 熊家兄弟喜极而泣：“没想到这辈子还
能住进新房！”见此情景，易祥涛也动情地流
泪了。

【感悟】
易祥涛：在决定加入选调生之前，请一定

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你了解基层吗？你做好
长期扎根基层的准备了吗？ 你真正的志趣是
什么？如果没有答案，请你慎重选择。如果你
决定选择选调生这条路， 无疑是选择了一条
在基层锤炼敲打的道路，这条路漫长而艰辛，
但只要放下架子虚心向身边的好友同事、基
层的干部群众学习，以更加主动、更加包容的
态度适应基层，就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

� � � � 【后记】
四位选调生的成长经历， 是我省几千名

选调生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 也是我省
不断加大选调生培养工作力度的缩影。

越想飞得高，就越要打牢基础。这些选调
生们像一棵棵小苗播种在三湘大地上； 在组
织“护苗人”的“墩苗”“压担”下，他们慢慢抽
芽、长大、开花，把根系牢牢扎进这片广袤田

野的深处，茁壮成长。
青春之歌，因融入时代交响而嘹亮动人。

他们作为青年大学生代表，选择了选调生，植
根基层沃土，分担百姓的酸甜苦辣，肩负一地
的改革稳定，共推湖南的科学发展，成就着自
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之梦书写无愧于青春，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人民的光荣篇章。

越是想飞得高，就越要打牢基础1 廖桂生：

心系群众不仅是工作方法，
更是价值追求和人生情怀2 余良勇：

干工作时勇争一流，“不动”时耐得住寂寞3 宋明明：

投身基层，收获不一样的风景4 易祥涛：

漫画/傅汝萍

� � � �湖南省从1980年开始， 有计划地
从高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
生（选调生）到基层工作。

35年来

共选调30批

7323人女
3044人

男
4279人

制图/周双

省部级领导

地厅级领导

县处级领导
（在市、县工作）

省直单位

市州直单位

县市区直单位

因考研、离职等原因
离开选调生队伍

截至2015年底 选调生分布

3人

40余人

367人
600余人

1000余人

2200余人

15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