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行是冤家呀！ 您怎么愿意把烤酒技
术教给他们呢？ ”5 月 13 日，面对笔者的好
奇，花垣县雅酉镇高务村党员隆九斤说：“我
是共产党员，也是互助组长，指导组员龙金
成、 龙金妹两户贫困联系户建成了烤酒作
坊。 其他我不晓得，但我知道‘大家富’才算
‘真的富’。 ”这是该县践行“互助五兴”农村
基层治理模式的一个例子。

花垣县作为深度贫困县和精准扶贫首
倡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构建
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
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的重要指
示，力补村民心难齐、力难聚、计难定、事难
办等“短板”，创新“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
模式。

在各村（社区）全覆盖组建“互助五兴”
小组 5520 个，由党员或能人担任组长，与 5
户群众组成互助单元、落实互助行动，使农
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
众、服务群众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为脱贫
攻坚夯实了组织保障和机制保障，全县贫困
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28.6%下降到 4.5%。
“互助五兴” 基层治理模式得到省委领导的
充分肯定。

以涵养“爱党爱国爱集体、自
信自立自强”家国奋斗情怀为兴
思想目标， 开展学习互助活动，
激发脱贫攻坚内力。

通过主题党日、政策讲座、村民大会等
形式，认真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互助活动，全县贫困户新思想
知晓率达 98%。以入户宣传、串门交流、小组

座谈等形式，切实开展惠农政策学习互助活
动，贫困户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达 99%。 以
田间课堂、院坝会议等形式，切实开展农技
知识互助学习活动，群众科技兴农的思想意
识明显增强，95%的贫困农民掌握了 1 至 2
门农业科技知识。

雅酉镇东卫村党员中心户隆绍武通过
“院坝会议”强化科学种田意识，引导 12 户
贫困村民放弃红薯、玉米等传统种植，解放
思想，成功开发药材吴茱萸基地 145 亩。 受
助组员龙老昌看到良好的药材长势，风趣地
说：“组长的‘药方子’治好了我们的‘脑毛
病’。 ”

以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
能增收、人人会经营”创业增收
为兴产业目标， 组织生产互助，
提升村民脱贫攻坚能力。

充分运用党建“湘西 e 路通”平台、农村
电商服务站（点）等载体，大力推进网络生产
互助，培训电商从业人员 5500 多人次，累计
实现网络交易额 7.23 亿元， 带动贫困户
1800 多户 6400 多人增收脱贫，成功争创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采取党员引
领、抱团发展、资源互补等办法，组建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资金筹措、项目共建等方
面相互支持，完成涉农项目各类帮扶资金 3
亿多元，形成茶叶、桑蚕、烟叶等 70 多万
亩脱贫致富“当家产业”。

党的十八大代表、 吉卫镇夜郎坪
村支书田金珍，按照“谁贫困、联系
谁、帮助谁”的思路，从技术、销售等
方面帮助聋哑残疾组员田胜齐探索
桑蚕养殖。 今年 1 月，田胜齐仅销售
蚕茧就收入 3.8 万元，高兴地对着田
金珍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

以弘扬“移风易俗、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新风尚为兴文明
目标，开展乡风互助活动，强化
脱贫攻坚活力。

各互助组落实《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相互监督、相互提醒机制，升学宴、房梁宴、
乔迁宴等人情宴请实现“零发生”，农村封建
迷信活动减少 86%。 强化法制宣传，引导村
民树立文化自信， 组建村级法制宣传队伍
240 多支， 组织参加健康有益的宣传活动
3200 多场次。 倡导村民参加村级公益事业，
开展道路硬化、 人畜饮水等公益事业活动
680 多批次。“互助五兴”示范村双龙镇十八
洞村步入全国文明村行列。

村民打架斗殴、偷盗扒窃、违规宴请等
不文明现象比以前减少 90%以上，并兴起了
助人为乐新风。 补抽乡大哨村贫困村民龙老
妹，儿子患肝腹水重病，互助组长龙桂芝利
用微信群发布互助信息，43 户村民自发捐款
8600 多元帮助救治。 石栏镇朋岩村龙树波
家不幸发生火灾，互助组长龙志兴等人发动
募捐，筹集资金 22000 多元，解决了其一家
食宿困难。

以构建“守望互助、睦邻友
善” 邻里环境为兴和谐目标，开
展邻里互助活动，凝聚脱贫攻坚
合力。

落实矛盾纠纷互助清零机制，先后化解
邻里纠纷 300 多起。落实留守老少共同关怀
机制，3500 多户“留守老少”有了“义务监护
人”。 落实节庆、红白喜事互助机制，先后组
织老人去世、新居建造、子女婚嫁等当紧劳
务 780 多次。 村民通过邻里互助活动，深化
了乡情、增厚了感情、结成了亲情，矛盾纠纷

发生率降低 75%，为村民安心生产、聚力脱
贫营造了和谐氛围。

该县雅酉镇高达村，与贵州省松桃县盘
石镇禾梨坪村一度发生邻里纠纷，两地村民
情缘难了、期盼和睦。 在“邻里互助兴和谐”
机制的启发下，互助组员们出钱、出力组建
舞狮队，主动参与禾梨坪村组织的“百狮会”
活动，受到对方热情款待。 村民们反映：“一
场‘百狮会’化解了‘十年结’。 ”

以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宜
居” 美丽乡村为兴家园目标，开
展绿色互助活动，增添脱贫攻坚
魅力。

引导村民开展“绿水青山共守护”活动，
先后组织栽花、植树、种草等绿化美化义务
劳动 1200 多次。互助落实庭院卫生、厕所革
命、排除污染、依规建房等实事，贫困户家庭
宜居率达 92%。 倡导绿色种植、生态养殖，落
实垃圾及时分类处理机制。 通过绿色互助，
各村清洁卫生实现门前三包 (包检查、 包清
扫、包处理）、路段专管等管理机制。

猫儿乡洞里村麻久富、吴三友等互助
组员自发行动，为创建美丽乡村义务栽
种桂花、兰木、香樟等 3200 多棵，“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该村
变为行动、传为美谈。 另外，双龙镇
金龙村获评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殊荣，十八洞村被评为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该县正以“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县” 殊荣鞭策打好脱贫
攻坚硬仗、努力推进乡村振兴大业。

■ 张耀成

“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是十八
洞村党组织牢记嘱托，继续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的新贡献。 去年 10 月，在省委、州委
组织部的直接指导下，我县对十八洞村五年
来的脱贫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出“互助五兴”
农村基层治理模式。 全村组建了 41 个互助
组，通过“1+5”的方式，实现对 225 户农户
全覆盖。“互助五兴”互助组，就是在村党组
织领导下，以党员为中心的党群一体化互助
组织，在十八洞村的脱贫实践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解决了农村党组织和群众联系普遍松

散的问题， 党员和群众联系方式更
为新颖，内容更充实，互助效果
更为突出，发挥了农村党组织组
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
务群众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以党

组织为核心，有效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党员带动、群众参与、互助共进的生动格局。
这是十八洞村党组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继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新贡献。

“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是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农村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有效途径。“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
模式，就是在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坚
持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村民议事会为
决策主体、以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以村
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主体的“四位一体”治
理体系为基本构架，以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为
杠杆，以《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为基础，
以“四议两公开”为决策机制，以党员和群众
建立“互助五兴”小组为基本单元，以党员中
心户（小组长户）评比和积分兑换实物激励

为抓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办法，在学习、生
产、乡风、邻里和绿色五个方面开展互帮互
助，达到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这
无疑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
面，过去农村无职党员常常无事可做，处于
“看戏”的角色。 通过建立“互助五兴”小组，
党员成为小组长，必须和五户群众建立紧密
关系，这无疑增强了无职党员的责任感和荣
誉感。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通过加入“互助
五兴”小组，感受到了党员的直接帮助和支
持，与党组织的联系更紧了，有困难找党员、
找组织将成为常态。 通过实践，我们发现农
村党员积极性很高，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和直
接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识得到了增强，在党员

的带领下，农村涌现出勃勃生机。
推行“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是

助推精准脱贫、 巩固脱贫成效的有力措施。
当前,我县正处于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的关键时期,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县贫困人口如
期脱贫，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
坚强有力的领导,离不开党员和群众的广泛
参与。十八洞村率先探索建立的“互助五兴”
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通过建立“互助五兴”
互助小组， 促使党员与群众结成共同体，特
别是对困难户、贫困户、五保户、兜底户等都
实现了有效的互帮互助全覆盖，使得在精准
脱贫的路上，弱势农户又有了一层支持和帮
助，增强脱贫的实效性，达到了互相进步、相
互促进的目的。“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

式 ,每一个“助”，都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每一个“兴”都与脱贫攻坚息息相关，都
与乡村振兴紧密相连，“亲帮亲、 户帮户、党
员帮群众、互助脱贫奔小康”成为新时代农
民的新希望。

推行“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是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的生
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构建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
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
系。 ”长期以来,我县农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建设，大都依靠行政资源和行政手段来
推动， 村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发挥不够，群
众参与度不高, 基层治理综合成本过高、效
果不太理想。 怎样破解这一难题，“互助五
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成为新的尝试、新的
探索，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
村的生动实践。“互助五兴”互助小组成为农
村管理最小单元，1 名党员联系 5 户群众，
形成一个单元主体，把对党员和群众的管理
融入最小单位，管理成效会更加明显，和谐
乡村的互助风气更容易形成，更加容易让群
众凝心聚力，相互关心帮助，提升内生动力。
同时，“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将治
理融于服务之中，采用党员和群众互帮互助
的形式，通过基层组织“政治引领”、基层党
员“先锋引领”，推动党员和群众共商、共建、
共治、共享，必将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
理、共建和谐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动形成“自治有力、法治有序、德治有
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大力推进“互助五兴”，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
中共花垣县委书记 罗 明

———花垣县推行“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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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县十八洞
村猕猴桃基地。

雅酉镇高
务村 “互助五
兴” 挂牌暨全
镇推广仪式。

花垣县补
抽乡懂哨村互
助组在田间地
头助生产。

花垣县
补 抽 乡

吉 久 村
村 民 在 规

范人情宴请承
诺上签名。

花垣县补抽
乡吉久村村民到
“互助五兴”积分
超市兑奖。

花垣县十
八洞村 “道德
讲堂”聚人心。

（本版图片由花垣县委组织部提供）花垣县麻栗场镇尖岩村美丽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