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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成为引领的标杆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学习互助兴思想成效显著
——
如今， 每月一次的主题党日活动
成为常态，每个月的 26 日，大家自觉
放下手头上的事，集中到村部学习。 每
个党员除了自己学，还“一帮五”“一拖
三”，带动群众一起学，与群众互相学。
通过互助学习， 村党支部的凝聚力明
显提升，党员们凡事都冲在了前面，处

孔 健

4 月 26 日晚，在花垣县双龙镇十
八洞村部， 党员们像往常一样上党
课，对近段时间村里发生的大大小小
的事情谈看法、讲想法，对存在的问
题大家一起讨论想办法。

处当好榜样， 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
威信。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老 支 书 杨 五 玉 ，1970 年 入 党 ，
1983 年开始担任村支书， 直到 2004
年村子合并后卸任。 走进杨五玉家，被
墙上挂的一幅字所吸引：“政之所兴在
顺民意，政之所废在逆民意”。 这是老
支书到梁家河学习的深刻体会。

2018 年 8 月， 县里组织到梁家
河、延安等地学习，知青的旧窑洞与
村民的新居、昔日的黄土高原与今天
的绿水青山相对比，让他感到无比震
撼，“我想，只要我们十八洞人团结一
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十八洞
也可以建设得更美好。 ”回村后，他逢
人便讲他在梁家河看到的一切，鼓励
大家团结一心，加油攒劲，把十八洞
建设得更好更美。
2019 年 1 月， 他的联系户杨成，

房子不慎失火烧毁，他对大家说，一个
寨子就是一家人，如今杨成家里遭了
灾，除了政府帮助，我们也要尽自己
的力量帮助他尽快渡过这个难关。 在
他的带动下，全寨 28 户，户户都捐了
款，多的捐了二三千元，少的也有五
六百元。
如今，杨成家的房子已立起了新
的梁柱和斗拱，再过两个月，一栋更
大更美的新房子就要建成了。
龙东姐， 今年 73 岁，1972 年入
党，至今已有 47 年党龄。 她的儿子儿
媳在县城上班，她自己和老伴在村里
经营着一家民宿和一个酒铺。

作为一名老党员，她联系了 5 户
群众。 每个月，在村部上完课，她都要
到联系户家里坐一坐、 讲一讲、 谈一
谈。她常对群众说：“党的政策好啊，我
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党，感谢习总书记。
习总书记那么关心我们， 我们决不能
拖后腿啊。 ”龙东姐琢磨着，十八洞村
要发展产业，总要有人才行啊，可是村
里的人都外出打工了， 只有动员大家
回来，十八洞村的产业发展才有希望。
于是，龙东姐一家一家地去做老人、年
轻人的思想工作，宣讲党的好政策，动
员他们回家乡建设美好家园。
在浙江、 福建等地打工 10 余年
的杨超文夫妇就是在龙东姐的劝说
下回到了十八洞村，夫妇二人勤劳肯
干，凭着一手好厨艺，经营的“幸福之
家”农家乐生意非常好，被评为十八洞
村十佳农家乐， 夫妇俩去年一年的收
入在 10 万元以上， 老人也得到了照
顾，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走进十八洞村，村民们挂在嘴边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党，感谢习总
书记，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花垣县十八洞村。
（本版图片由花垣县委组织部提供）

产业链上红旗飘扬
——
—花垣县龙潭镇龙门村生产互助兴产业纪实

实村务监督委员会，完善合作社法人治
理结构，保证项目公开透明运行。 引进
湘西毅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合作企
业，购买企业管理服务，由合作企业负
责提供种苗、饲料、技术指导和产品收
购服务，实现风险有效防控。

产业收益，群众享
杨 杰

自“互助五兴”基层治理模式在花
垣县推广以来，龙潭镇龙门村依托服装
加工和小龙虾养殖项目，立足互助五兴
组，坚持蓄力在支部、发力在小组，重点
推进生产互助，产业链上飘起了一面鲜
艳的红旗。

产业发展，支部领
“不把村里产业搞起来，老百姓会
指着我们鼻子骂的。 ”说这话时，回村
任村支书的致富能人李文刚一脸的坚
毅。 根据村里地势平整、水质优良和劳
动力丰富的优势， 村支部班子在征求
村民意见后选定小龙虾养殖和服装加

工作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建立五兴互
助组 38 个，带动群众 190 户，在产业
链上新设产业发展党小组， 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

启动资金，组长垫
作为非贫困村， 当时村里没有集
体经济， 也缺乏扶贫政策的充分支
持。 村里拿不出一分钱的项目资金，
但 这 个“拦 路 虎 ” 没 有 难 住 村 支 部 班
子。“这‘炸药包’ 我们不扛哪个扛
哦？ ”38 个互助组组长之一，村会计石
成高笑着说。 在村支书的带动下，组
长们凑足了小龙虾项目前期费用，其
中村支书李文刚一人就无偿垫付了
30 万元，于是土地流 转 了，围 栏竖 起

了，虾田的水荡漾了。

群众工作，小组做
“讲不通就再讲，都是我的晚辈，骂
我都要把他骂通。 ”老党员石连仕抽着
旱烟，很淡然。 机耕道占到了群众的土
地，个别群众不理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村干部和互助组组长反复上门做思想
工作，连讲带“骂”，甚至从下午 4 时沟
通到晚上 11 时，终于打消了群众顾虑，
道路顺利拉通了，流转的 618 亩土地也
集中连片了。

生产经营，大家管
该村积极推进“村社合一”发展模
式，组建产业合作社，由村支书兼任理
事长，全面负责项目生产经营事宜。 充

苗寨处处风尚新
—花垣县补抽乡吉久村乡风互助兴文明见闻
——
田 成

“严禁铺张浪费，规范人情宴请。禁
止吃喝敛财，建设美丽乡村。 ”这是花垣
县补抽乡吉久村，20 多名党员干部和
村民代表一道，走村、串组、入户、进门，
宣传文明乡风、规劝人情宴请行动的一
个缩影。
2018 年 11 月， 村民龙耀兵家婚
宴准备大摆宴席， 互助对子吴平安得

知消息后，立即到他家进行教育规劝，
将《村规民约》再次讲仔细、讲透彻，最
终龙耀兵主动放弃了大操大办婚宴的
念头。
吉久苗寨吴老前，对这样的乡风文
明行动竖起大拇指叫好：“刹住请客歪
风，提倡勤劳致富，玛汝(苗语，非常好)，
我们大家都支持！ ”
“辛辛苦苦好几年，吃酒请客去掉
一大半。家里有点闲钱都‘随’出去了。”

说起过去滥办酒席的现象，吉久村村民
龙老连直摇头，他坦言，面对五花八门
的酒席，大家是既厌烦又无奈。
面对群众反映的一些村寨大操大
办婚丧嫁娶、 新居落成等不良风气，补
抽乡党委书记石艳飞是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多次召开党委政府扩大会、党员
群众平坝会等， 集思广益征求意见建
议，以大家认可的“村规民约”形式划
“红线”、明“底线”，并为违反规定者设

“厕所革命”让家园更美丽
—花垣县长乐乡鸭八溪村绿色互助兴家园掠影
——
石帮林

5 月 10 日， 在花垣县长乐乡鸭八
溪村见到年迈体弱特困户吴后成老人
时 ， 他 迫 不 急 待 的 夸 赞 道 ：“支 部 汝
（好）、党员汝（好）、村里的年轻人玛汝
（很好）！ ”
长乐乡党委书记张强解释道，原来
村里组织 10 名党员， 带着几个年轻后
生义务帮工，用两天时间，就全面完成
了吴后成家的传统厕所改造工作，于是
老人逢人就夸。
自 2018 年以来，长乐乡鸭八溪村
全面推行“互助五兴”基层治理模式，坚
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主体、党群
互动，以推进“厕所革命”为契机，大力
推进村庄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通过“互
助五兴组”党员中心户和结对联系群众
“1+5”互助共进，干群齐心协力谱写了
共建美丽家园的生动乐章。
支部引领，走在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村庄美
不美，主要靠引领。“小厕所”关乎大民
生，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是考验村
支部得不得力的一把尺子。
长乐乡鸭八溪村党支部书记石金
锋，对于村里正在组织开展的“厕所革
命”， 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要是连这
么小的一桩事情都推不动，那要我们村
支‘两委’干什么！ ”
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也比较重，
要是光靠村干部四五个人，宣传发动起
来既费时又费力，难免磕磕碰碰，说来
容易做起来难。
村支“两委”通过召集党员、群众开
大会，一方面详细解读政策，一方面广
泛征集意见，把这一项工作任务分配到
各个“互助五兴组”，分组共商共议让组
员户充分发表意愿， 讨论哪户最需要，
哪户最有积极性。 当大家都犹豫不决的
时候，村支“两委”成员带头认领，并将
上门入户宣传发动的任务交给党员中

心户落实。 同时，集体研究确定七、八组
作为“示范寨”，党员户带头作表率。
组长示范，促带动。
“
‘
厕所革命’政策磨破嘴皮子
‘
讲得
好’是不够的，关键要带头‘做得好’，让
大家‘眼见为实’，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
好！ ”7 组的党员中心户杨胜全作为示范
户，第一个站出来带头改厕。
在方案制订、选址确定、建材采购、
投工投劳、 建设标准和工期等各环节，
都毫无保留地让自己联系的 5 户群众
知情了解。 特别是对群众最关心的“县
里的补贴够不够”“自己要贴多少钱”，
贫困户担心“自己拿不出钱怎么办”还
有“怎么节约使用又能符合验收标准”
等，算出一本“细账”，很快打消了群众
的顾虑。
当七、八组群众看到杨胜全家建成
了面积 3 平方米、 高 2 米的独立厕所
时，七、八组已有 19 户群众投入改造，
还有 7 户开始申请， 占总户数的一半

“当时只是觉得组长不会骗我，哪
想到会搞得这么好？ ”生产车间里低保
户林水妹穿着工作服踏着缝纫机，笑
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经过稳步发展，
该村产业初步成型， 经济效益已经显
现，并成功入选“十八洞片区村级集体
经济示范基地”。 小龙虾养殖基地规划
面积 1000 亩，现已建成 618 亩，务工
就业人员 80 余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28
人，成为一二三产融合的典范。 服装加
工厂现已建成 4 条生产线， 厂房面积
2858 平方米，务工就业人员约 200 人，
年内将完成订单 80 万件，实现务工收
入 450 万元，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

置了“黑名单”。 同时，组织各类宣传、规
劝活动 20 多场次， 出动宣传车辆 30
余台次，悬挂宣传横幅 200 余条，张贴
宣传标语及海报 430 张，发放宣传资料
5000 多份， 参与活动的干群达 8000
多人次，勤俭节约、崇尚文明，逐渐成为
了村民的新风尚。
“乡里乡亲过去那种‘随份子’的
少了，但我们的乡亲亲情却更浓了。 ”
村民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无不拍手
叫好。
像吉久村这样全面推行“互助五
兴”基层治理模式，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的村寨，在花垣县已不在少数，“管理民
主、民风淳朴、团结友爱、摒弃陋习、新
风兴起”的文明新风吹拂着苗乡的村村
寨寨！

多。 不到 1 个月时间，全村就有 86 户群
众主动申请改厕，32 户完成改造。
规划建设，互相帮。
“
‘小厕所’体现的是我们党员干部
心中有民的‘大情怀’，推进‘厕所革命’
考验的是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是否有担
当，更重要的是要用群众的满意度来巩
固和检验‘互助五兴’，到底能不能让党
群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长乐乡党
委书记张强如是说。
长乐乡鸭八溪村村支“两委”研究
决定，按照“村支两委负总责，支书、主
任带头，全体村党员干部作为‘中心户’
分组包干，动员和帮助各自小组村民改
厕”的工作思路，坚持“村为主”，村里每
周汇总上报改厕工作进度，加强施工过
程管理， 及时跟踪并监督改造质量，发
现问题及时协调帮助解决。
在推进过程中，各互助组长不仅在
带头建设上作出榜样，还带头落实“亲
帮亲、户帮户”要求，带头开展“互帮互
助”破解“泥水匠”少、劳力不足等问题。
贫困户梁寿金还坚持自力更生， 历经
10 余天自己出工出力高标准完成了改
厕。“搭帮‘厕所革命’政策好，我屋的
‘脏屁股茅斯’（苗语： 厕所） 再也不脏
了！ ”看着自家新修的既干净又卫生的
标准厕所，梁寿金感到特别满意。

石明星

去年以来， 花垣镇坚持
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以“亲帮亲、户帮户”
活动为突破口， 倡导居民以
互助小组形式开展邻里互助
工作，共同建设和谐社区，开
启“互助五兴”基层治理新模
式， 增进了党群之间浓浓的
“鱼水”之情。

组织搭台推动，营
造和谐社区氛围
花垣镇大竹山社区党支
部， 坚持以党员联系服务群
众为重点，每月组织开展“主
题党日 + 互助五兴” 特色实
践活动， 发动社区党员积极
参与“互助五兴”工作。
通过支书带头、 支委成
员带领、普通党员积极参与，
18 名社区党员与 88 户群众
全覆盖结成互助小组。 党员
走街串巷， 深入联系居民家
中，组织组员开展相互帮助、
奉献爱心和矛盾调解等活
动，传递正能量，共建共享美
好家园， 营造良好的社区环
境。
社区党支部书记龙海利
说 ：“为 了 鼓 励 大 家 踊 跃 参
与，我们将开展最美社区人、
最孝子女、 遵守村规民约模
范、最好互助小组等评选，通
过评选提高群众互助的积极
性，形成户帮户、亲帮亲、邻
里互助见真情的和谐氛围，
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

党员模范带头，行
动真诚传递温暖
“感谢你们来看望我，你
们培养了一名好干部， 王丽
一直关心我， 照顾我、 开导
我。 ”柑子园社区 84 岁老人
肖金莲激动地对前来看望的
社区干部说。
大事小情， 只要知会一
声，党员总是主动站出来，上
门帮忙解决， 做好群众的贴
心人。
2018 年 7 月，老人探亲
路上不小心摔倒，卧床不起。
祸不单行， 不久后女婿不慎
从工地二楼摔下， 摔断肩锁
骨。 这让肖金莲的女儿医院
家里两头跑，消瘦不少。 也因
此老人开始对女儿不满，经
常发生口角之争， 对生活失
去了信心。
党员王丽得知情况后，
隔三差五往老人家里跑，帮
助照顾老人， 让其女儿安心
照顾丈夫， 并耐心开导老人
要体谅女儿养家糊口的不易
和操劳， 久而久之成为肖金
莲老人的思想依靠。 同时，王
丽也引导肖金莲老人的女儿
多和老人谈心说话。 在王丽
的帮助下， 现在肖金莲老人
一家和和气气，老人笑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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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乐了。

组员互帮互助，演
绎浓浓邻里温情
一人有难众人帮。“互助
五兴”光靠党员远远不够，需
要全体居民共同努力， 邻里
事大家做，身边困难大家帮。
涧水坡社区居民宋江是
一名聋哑人，是社区低保户，
一直寄宿在好心人家， 生活
不方便。 党员中心户杨再英
在走访时发现一处房子长期
闲置， 就有了为宋江建“新
家”的想法，向社区反映后及
时联系房东， 房东得知情况
后表示在帮忙看守庭院的前
提下无偿提供。 杨再英组织
小组其他互助户， 共同为宋
江的“新家”捡瓦、除草、打扫
卫生。 临走前，宋江向大家竖
起了大拇指。
宋江生日当天， 杨再英
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 并邀
请了其他互助户一起为宋江
过了个特殊生日， 宋江感动
得流下了热泪。 杨再英还向
社区申请安排宋江当保洁
员， 并鼓励他加入社区志愿
服务队，奉献自己一份力量。
花垣镇党委书记马继国
介 绍 ：“自‘互 助 五 兴 ’ 基 层
治理模式推行以来，花垣镇
积极推进邻居互助工作，邻
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氛围更
浓了，党员群众全员参与社
会治理，营造了邻里关系和
睦、亲情乡情浓厚、尊老爱
幼、 团结向上的和谐氛围，
群众的幸福感明显增强了，
同时也减轻了基层干部的
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