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靠要”“不愿意
脱贫”等思想问题的背后，是动力不足的问题。

驻村工作期间，蓝山广大党员干部走村入户
宣讲精准扶贫惠民政策，消除贫困群众等靠要、以
贫为荣等落后思想，激励引导他们勤劳苦干，自力
更生。

今年来， 蓝山县共有 43 支帮扶工作队进村
帮扶，通过开设“扶贫微课堂”，向贫困群众面对面
宣讲扶贫知识和政策， 目前已组织 2000 多名党
员干部进村开设“扶贫微课堂”300 余场次，培训
群众 6000多户。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须立足实际，综合施
策，不能走“给钱给物”“千户一策”的扶贫老路。蓝
山县采取“一户一策”制订帮扶计划，为贫困群众
开出“扶贫药方”，组织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脱贫产
业，实施通讯、电网、村道、饮水等基础设施改造。

一名驻村干部就是一名宣讲员，一支帮扶工
作队就是一个宣传队。蓝山县通过耐心
细致的群众工作，唤起贫困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让他们成为脱贫攻坚的主
角，在辛勤劳动中收获自尊、收获信心。

今年 9月，在汇源瑶族乡湘蓝村驻
村干部的支持下，贫困户冯乔古筹集 6
万元资金，买回机器，租好厂房，办起了
手袋加工厂。

当冯乔古面临资金周转不足，该县
就业服务局和住村干部主动上门，提供
产业扶贫贷款政策支持。冯乔古铆足干
劲，专心打理，工厂很快走上正轨。“如
今每月可加工皮具产品上万个，月产值
近 10万元，今年脱贫摘帽没问题。 ”冯
乔古信心满满。

蓝山县还推行“党支部 + 合作社 +
贫困户”等模式激发活力，推动广大党
员在脱贫攻坚中当先锋、作贡献。 在驻
村干部的帮助下，43 个贫困村都制定
了产业发展规划，采用“基地 + 公司 +

农户”模式，引导坪源村等 11 个贫困村，规模发
展中药材、黑山羊、猕猴桃等特色种养业，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

“驻村干部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现在我们开会
有人来了，讲话有人听了，办事有人跟了，支部书
记当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 得益于驻村干部狠抓
基层党建工作，村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

江源村支书赵雪旺组织发动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35 户，通过资金、土地入股等方式，创办
江源道地药业种植合作社， 并安排了 80 余名贫
困人口就业，帮助贫困户增收，受到群众的一致拥
护。

目前， 蓝山县共种植生姜 2800 亩、 食用菌
210 万棒、猕猴桃 2000 亩、中药材 3610 亩、茶叶
2 万亩，带动贫困人口 1100 人；在平丘区重点采
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粮食、烤
烟、蔬菜、水果等产业，种植水稻 24 万亩、香芋 2
万亩、葡萄 0.9 万亩，柑橘 1.2 万亩，带动贫困户
1975人。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帮助贫困群众掌
握一定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才能更好释放内生动
力，真正做到“离开拐杖也能走路”。

蓝山现在 14 个乡镇开展了 16 期产业扶贫
实用技术培训，并量身定制培训“菜单”，在所城镇
侧重猕猴桃种植、肉牛养殖技术培训；在毛俊镇主
讲香芋种植、肉鸡养殖技术培训；在楠市镇突出柑
橘种植、山羊养殖技术培训，一个月内培训扶贫对
象 2003人。

与此同时，蓝山县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培育脱
贫先锋、致富能手、身边好人等方式，提振了“脱贫
光荣”的精气神。 全县 300 余名农村党员领办创
办带富项目 300多个， 帮助 6000 多名贫困群众
实现增收。

一些原本思想消极、精神懈怠的贫困对象弄
明白了， 只要肯跟着党组织干， 长期稳定收益可
期，远大于贫困状态下的收益，谁还愿意一辈子守
着穷苦过日子。

一个个贫困家庭发生惊喜变化，一个个贫困
村旧貌换新颜，村民们尝到了勤劳致富的甜头，大
家的心更齐，干劲更足了。

2017年， 蓝山县减贫 1164 户 5151 人，8 个
贫困村顺利出列， 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9.83%下降至 3.48%。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 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
堡垒，这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向。

如今在蓝山，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团结带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各领域
基层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一名名基层党员干部创
新进取、 冲锋在前， 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党建促发
展、党建保稳定、党建惠民生的生动画面。

铸就干群鱼水情

下基层并不难，难的是下到底、帮到位、
常坚持。

曾有段时间，蓝山县一些干部“驻村”不
“住村”，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村里，驻村扶
贫效果打了折扣。

“干部从群众中来，却不到群众中去，岂
不是咄咄怪事！ ”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说，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坚决遏
制这种脱离群众的苗头。

为此，蓝山发出思想作风大转变大提升
的动员令，在县级领导和县直单位至少联系
帮扶 1个贫困村的基础上，全面推行“2468”
干部住村工作制度，使干部驻村帮扶变“过
客”为“常客”。

为确保走访不扰民，蓝山县根据当地老
百姓白天农忙晚上在家的特点，要求驻村干
部夜宿农家，结合脱贫攻坚，开展系列走访
活动，广泛听取意见、了解真实情况，多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自此，蓝山干部带被子、洗漱用品，轻车
简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蔚然成风。

“真是没想到，这么晚了，县委书记还冒
着雨， 走五六里山路来看我们……”4 月 23
日晚 9时，蓝山县祠堂圩镇老婆源村桐梓坪
自然村，76 岁的詹孝清夫妇兴奋地告诉来
访的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在驻村扶贫干部
帮扶下，家里收入来源多了，自己还成了易
地扶贫搬迁户， 很快就能住进县城里的新
家。

走访完几家贫困户后， 已是深夜 11 时
30分。 秦志军又忙着与该村的帮扶单位、镇
村干部、扶贫工作队的同志召开驻村扶贫工
作座谈会，商讨整村脱贫的对策。

“附近的小水电站被洪水冲毁发不上
电，导致双河村供电不稳，第一件事就是要
组织村民实施农网改造，把供电线路换成大
电网。 ”4月 9日，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夜宿
深度贫困村毛俊镇双河村，为村里开出一剂
剂“扶贫药方”拔“穷根”。

1 组村民朱树生因缺乏劳力和技术致
贫，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去年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搬进了山下的新房子，家里还养了
6头黄牛，增收在望。“还是党的政策好！ ”向
秦志军说起家里的新变化，朱树生笑得合不
拢嘴。

顶着满天星光，秦志军沿着山路到贫困
群众家里挨家挨户走访， 与群众拉家常，听
意见，探索双河村脱贫致富“金钥匙”，不让
一户贫困群众掉队。

蓝山县委副书记、县长魏和胜同样多次
夜宿荆竹瑶族乡、湘江源瑶族乡，开展脱贫
攻坚“回头看、回头查、回头帮”活动。4月 12
日晚， 他在距离县城 90余公里的荆竹瑶族
乡凌江河村召开扶贫座谈会时，针对部分村
组未通水泥路、供电不正常等问题，要求相
关部门立即改善全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
施，提升村民生活品质。目前，凌江河村沿河
风光带、通组道路、村级活动中心等基础建
设正在加快推进，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

县委书记、县长率先垂范，各级干部紧
跟其后，纷纷采取夜宿、早晚走访、电话预约
走访、 田间地头走访所有在家的贫困户，打
电话、发短信、聊微信等方式走访外出务工
贫困户，摸清致贫原因，建立走访台账，提出
解决方法，制定帮扶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蓝山紧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统一制
作了精准扶贫手册、“三走访三签字”民情日
记本，明确驻村的工作重点，方向和主要任
务，建立了走访对象、所驻村支部、派驻单位
三级签字制度，做到走访工作全程留痕。

同时，该县县委办督查室和县政府办督
查室、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扶贫办成立了
专项督查组，通过入户问询、实地检查、电话
查验、固话回复、视频通话和微信定位等途
径，每月对驻村工作队员和结对帮扶责任人
进行抽查、通报，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倒逼驻村干部用心绘制“民情地图”。

人是越走越熟，亲戚是越走越亲。 选派

干部住村，
成为蓝山转
变 干 部 作
风，重塑干群“鱼
水情”的宣言书。
目前， 该县干部
帮扶解决贫困户
易地搬迁、产业发
展、 教育培训、医
疗救助、生产生活
等实际难题 1 万
余件次。

党的作风正，人民
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
能同甘共苦。

“以前， 村民有个急事
了， 半天都见不到干部的人
影。”村民们说，自从县里推行“2468”干部住
村制度， 干部们都下乡住村来了，干部与大
家的联系越来越多了……

“干部成了百姓家的‘串门常客’，彼此
推心置腹，各种工作也就好做了。 ”蓝山县委
书记秦志军说，干部住村，接地气，去躁气，
长才气，解决了棘手难题，干了不少实事，提
升了蓝山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
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蓝山县从规矩破题，以制度创新，狠抓关
键少数，重唤“赶考”意识，干部在土地上摸爬
滚打，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群众中问计寻
策，思想上脱胎换骨，工作作风焕然一新。

蓝山县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不断夯实党
的执政根基。 蓝山用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
了的问题。

风清则气正，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 如
今，走在三蓝大地，你都能找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的鲜活实例。

蓝山县把干部
住村的过程， 作为
宣传党的政策方

针、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
系群众、推动工作落实“最
后一公里”的全过程。

村里来了一支攻坚克难的铁
队伍。

蓝山县从县直单位选派 44名党员干部担任
贫困村、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第一书记，130 名工
作队员驻村帮扶，实现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两
个全覆盖”， 并对精准扶贫不履职或不在状态的
干部实行召回制度，确保工作队员真住村、真帮
扶、有成效。

今年来，该县纪委监委在扶贫领域干部作风
督查中，共通报 11 期，处理 163 人，以强有力的
作风建设护航脱贫攻坚，确保“2468”住村制度
不成为“稻草人”。

村里选出了一个结构优活力强的村“两委”
班子。

换届选举时， 蓝山县选优配强村“两委”班
子，筑牢基层基础。 43 个贫困村党组织书记中，
45 岁以下比例达到了 55.8%， 大专及以上文化
比例达到了 30.2%，“两委”干部整体素质明显提
升。同时，加大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实施
“能人回引工程”“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确保每
个贫困村储备 1至 2名后备干部，打造了一支永
不撤走的扶贫队。

驻村干部常往农村跑，到农家住，用乡音传
党音，成为党的政策传薪播火的坚强力量，落地
生根的播种机。

自此，蓝山“2468”住村工作制度已搭建了
一套用制度追着干部跑、让干部围着群众转的群
众工作长效机制。 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村舍农
家，每天都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塔峰镇雷家岭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观
光农业，县农业委主动派赵良古等农技员住村提
供技术帮扶，帮助合作社连片种植粉芋、莲子、紫
茄、油葵等特色农作物 5000 多亩，打造舜水田
园综合体， 并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100 多
个。

在县农业委、农开办等部门的帮扶下，合作
社不但把粉芋、 菜心等蔬菜销到了东盟一带，还
吸引大量游客体验田园生态旅游，有效带动乡村
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今年“十一”长假期间，
舜水田园综合体共接待省内外游客 10 万余人
次。 今年，舜水田园综合体年产值有望突破 1 千
万元。

“接访”变“下访”。蓝山县将“2468”住村工作
制度打造成倾听民情民意的“绿色通道”，化解矛
盾纠纷的“安全防线”。

所城镇村民黄某， 因与他人山林纠纷问题，
加上与村干部个人恩怨，10 年来上访不断，并且
新增其他诉求。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康在住村走访中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 多次面对面与黄某座谈交流，
认真听取诉求， 并逐一对其诉求进行调查核实，
通过依法依规办理，加上亲情感化，并解决实际
困难，终于打开了信访当事人的心结，成功息访。

脚下有多少泥，心中就沉淀多少情。 驻村干
部常思百姓苦，常听百姓声，用心用情做好民生
实事，将党恩惠及民心。

今年， 土市镇新安村幼儿园的 20名师生过
了一个特殊的“六一”儿童节。 这一天，他们搬出
了修建于上世纪 60年代的泥瓦房教室， 搬进了
新教室。年近六旬的教师王玉梅激动不已：“每天
搁在心里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不然教室塌
下来，我怎么向孩子的父母交差啊！ ”

在住村中，来自该县财政局、地税局、信访局
的县扶贫工作队队员邓双平、曾庆仁、陈定中在
村里走访时发现这一破烂不堪的教室后，第一时
间分别向单位负责人和联系该村的县委副书记
李劲涛汇报。李劲涛当晚住村，召开现场办公会，
立即启动学校搬迁工程，于“六一”儿童节这一
天，圆了新安村师生们的新校舍梦。

激活基层治理。 今年以来，通过住村干部广
泛收集民情信息， 蓝山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创
新社会治理，积极开展了“立村规、正家风、治陋
习”活动，推行“义警 +”新模式，强化镇村治安联
防，治安防控得到有效强化。

同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作用，全县共排查
出大小矛盾纠纷 1508余起，同比下降了 20.8%；
调处 1386起，调处率 91.91%。 县信访接待中心
群众来访下降 36%。将矛盾纠纷信访问题化解在
萌芽状态，为基层的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 如今，通过
“2468”干部住村制度，蓝山不仅成功地将“驻村”
变为“住村”和“助村”，赢得了百姓的满堂喝彩，
而且在脱贫攻坚战役中，走出一条富有地方特色
的“蓝山路径”。

一个一个支部提升，一个一个阵地巩固……
蓝山县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推动基层党组织建
设全面过硬、基层政权全面稳固，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演绎着实现中国梦的蓝
山样本。

转变干部作风的宣言书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宣传队

党的政策精神落地的播种机

夜色下的湘江源头，流
水潺潺，鸟雀和鸣，干部走村串户

的脚步轻盈。 他们夜宿农村，主动问民情、
访民苦。 所到之处，干群和谐，如沐春风。

蓝山县聚焦脱贫攻坚，彻底转变干部作风，将
干部住村要求简化为“2468”，即：县处级干部每月住

贫困村 2 天、正科级干部住 4 天、乡镇党委书记住 6 天、
乡镇干部住 8 天，既利于干部对照执行,也方便群众监督。

驻村与住村一字之变，却是大写的担当。今年来，蓝山
县 55 名县级领导、1753 名党员干部职工把老百姓当亲
戚，当家人，与 43 个贫困村、6752 户贫困户实行“一对
一”结对帮扶，帮扶解决实际难题 1 万余件次、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 500 余件。

干部的询寒问暖声， 老百姓欢快的笑
声，乡间虫鸣声混合在一起，在三蓝大地

奏响了一曲脱贫攻坚砥砺奋进
之歌。

11 月 23 日，蓝山县荆竹瑶族乡蒲
林村壮古源组，县老干局帮扶干部在贫
困户邓吉凤老人家核实扶贫政策落实
情况。邓吉凤一家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

11 月 23 日， 蓝山县荆竹瑶族乡蒲
林村，县公路局扶贫干部在贫困户李美
秀老人家走访谈心，商谈下一步脱贫计
划。 今年，李美秀一家享受了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搬进了新房。

11 月 24 日， 蓝山县
新圩镇株木水村，镇党委
书记 （右二 ）正在查看自
来水管备料和铺设情况。
株木水村实施的自来水
改造工程从毛江水库引
水，目前正在加快主水管
铺设。

11 月 23 日，蓝山县荆竹
瑶族乡新寨村，驻村干部在贫
困户赵新发家核实扶贫政策
落实情况。赵新发一家享受了
危房改造扶持政策，新房子正
在进行装修。

▲

▲

▲

▲

———蓝山推进党员干部“2468”住村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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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晚， 蓝山
县荆竹瑶族乡凌江河村，
县政府办扶贫干部在群
众家夜访，围着灶台讲解
扶贫政策，帮助群众实现
早日脱贫增收。

▲

（本版图片均由杨雄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