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里的路很平，但很挤；农村的路不平，但很宽。在
农村这个大熔炉里，可以熔化全身的浮躁，可以锻炼坚强
的意志力。”来自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驻绿茵湖办事
处胡广村第一书记、28岁的王本翔这样说道。

胡广村位于都匀西北方向 30.5 公里，平均海拔 1500
米，全村总面积 8.45 平方公里，有 5 个村民小组 7 个自然
寨，共 241户 1041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7户 462人，
贫困发生率为44.4%，被定为省级一类深度贫困村。

2017年4月，王本翔主动请缨，被都匀市委派遣担任绿
茵湖办事处胡广村驻村第一书记，也是都匀市同批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中最年轻的一名。接到任务后，他暗下决心：

“一定会干出个样子来！”
时年 25岁的王本翔，走在胡广村的寨子上，迎面走来

的父老乡亲都会亲切地叫上一声“王书记，来我家闹（当地
布依族语言：‘玩耍的意思’）。”刚来村里那会儿，大伙儿都
还不是这个叫法，大家都叫他“小王”，他对乡亲们给的称
谓感到很亲切，因为他年龄不大，加上经验不足，王本翔就
在心里下了决定：“‘小娃娃’也要给村里带来大变化！”他
心里非常清楚，胡广村需要的不是一个名义上的“第一书
记”，而是实实在在的脱贫致富“领头人”。

为了能够迅速融入村民的生活，摸清胡广村贫困症结
所在，王本翔和驻村队员白天挨家挨户跑，和村民拉家常、

摆龙门阵，了解每户基本情况和村民的一些意见和想法，
看见农活就过去帮忙，与村民打成一片。靠着两条腿，背
着干粮，他花了一个月把整个村 5个自然组 7个自然寨全
部跑遍了。夜晚，他拉着村支书和主任商量村里的大事小
情，几个月下来，由于饮食和作息的没规律，整个人瘦了一
圈、黑了一截。经过多次实地走访，王本翔发现胡广村多
年来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基础设施薄弱、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村民思想观念相对滞后，自身发展动力
不足，“等、靠、要”的思想严重。

王本翔摸清胡广脱贫攻坚症结后，及时召集村支两委
成员与驻村队员共商发展之计。通过召开党员大会、群众
会，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致富，先修路”，为
了打通“发展之路”，王本翔动员农户支持本村基础设施建
设，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请他们让出自家田地修建公
路。通过实施“组组通”公路工程，全村修了弯弯拐拐全长
近30公里，路基宽4.5米，厚15厘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外
接山外的进城大道，内连各自然寨。昔日“手扒岩”、“虎头
岩”、“下山岩”的羊肠小道，变成了村党支部开展“忆苦思
甜、不忘初心”活动的教材。“公路通”也带来了车流、人流、
物流和信息流，昔日“养牛为犁田，养猪为过年，养鸡鸭为
油盐钱”的小农经济正在改变，农户手中的农产品，卖得
出，赚得钱。王本翔引导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将所有贫困
户纳入合作社，将利益联结机制到户到人，帮助胡广村发
展蜜蜂养殖 500箱，代销售蜂蜜增收 40万余元；帮助发展
野生精品原茶加工项目，代销精品茶增收8万余元；帮助发
展汽车租赁项目，年均增收15.6万元；帮助发展中药材“绞
股蓝”38亩；帮助发展“三变”入股项目。他积极对接卫计
部门改造村卫生室，让村民小病不出村，让建档立卡户享
受到签约家庭医生的政策；对接教育部门建起村级幼儿
园，让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建成文化活动广场，建成群众综
合服务中心。

如今，胡广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村集体
经济积累、基层党建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2019年，全村
脱贫出列，村党支部从原来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变为
现在的“先进基层党组织”，2019年分别获得了都匀市和黔
南州“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王本翔驻村 3年以
来，把满腔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到胡广村的每一寸土地上，
以村为家，把群众当亲人，甘于奉献，他常说:“作为第一书
记，就要当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领头羊’。”

今年 7 月，中共都匀市委、绿茵湖党工委授予王本翔
“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王本翔：

“““909090后后后”””为大山铺起为大山铺起为大山铺起“““致富路致富路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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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献给少数民族贫困山村把青春献给少数民族贫困山村
———都匀市打赢两场战役英雄谱纪实报道之四—都匀市打赢两场战役英雄谱纪实报道之四

本报都匀记者站 文隽永 整理

现年 38 岁的潘堂红，200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7年2月参加工作，现为匀东镇坝固办事处主任。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事，而
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做人，则真理可
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成。”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的一句格言。潘正堂喜欢这句名言并一直激励自
己的人生。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后，潘堂红结合岗位实
际工作，积极进取的动力，树立良好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近年来，潘堂红先后联系包保匀东镇羊列村和坝固村，
接受包村任务后，带领村支两委着力推进各项工作。其
中 ，2019年上半年包保羊列村时，了解到羊列村因为项目
建设涉及黔南州与黔东南州边界纠纷问题困扰老百姓生产
生活问题，他带领村支两委、征拆工作专班进村入组了解情
况，积极与黔南州边界纠纷问题专班对接，最终在 2019年
底成功协调化解了10个历史遗留的“硬骨头”，为群众解决
了“烦心事”。2019年下半年，他被调整包保坝固村，坝固
村作为全市人口数最多的村，同时正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关键时期，他深知责任重大，认真配合驻村工作队工作，在
坝固村人少事多的情况下，他从坝固村党委及村委会选调
两名委员负责坝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管理服务，实现全
村119户剩余贫困户全部脱贫，努力协调300吨水泥完善村
组基础设施，他还带领广大群众大力发展茶、果、药等产业。

潘堂红坚持把以事业为重，以敬业务实的态度立足岗
位。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面，他重点抓好坝固安置点公
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等

“五个体系”的落实，统筹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重
点工作，积极开展搬迁群众劳动力培训、开展贴近生活、群
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活动，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增强群
众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确保搬迁户居住稳定、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已搬迁185户756人，完成搬迁任务100%。在项
目建设工程中，他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党员干
部克服重重困难、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在都匀至云南香格
里拉县高速匀东段工作量在占全市 50%的情况下，累计完
成土地征收4859.85亩，临时用地1254.86亩，迁移坟墓1397
座，临时用地完成迁移坟墓 16座、拆迁房屋 203栋，为都香
高速按时完工贡献力量。为做好项目建设和征地拆迁，促
进辖区贫困户就业及增收巩固脱贫，积极协调施工单位提
供就业岗位，积极排查都香高速项目沿线12各村在脱贫攻
坚查找的工作短板，协调施工单位处理道路硬化、涉农设施
问题150余件，投入资金150余万元，为构建良好的“路地关
系”、解决群众民生问题、解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良好基
础。

为有效遏制猪瘟疫情，避免群众出现返贫情况，潘堂红
带领村支两委对所包村存栏生猪进行排查，对村域值守点
收缴的无证猪肉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组织辖区对两个大
型生猪养殖场进行场外疫情防控消杀，每日对主要村组干
道进行石灰铺撒和药水消毒。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作为匀
东镇最大的一个村坝固村包村负责人，深知任务重大，始终
冲锋在前，为群众筑牢疫情防控最牢固的安全；在复工复
产工作中，他把贫困户就业输出和稳定放在首位，确保户户
有收入。

潘堂红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始终坚持“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不推诿、敢担当，出色完成了党委、政府交办
的工作任务。

今年 7月，中共黔南州委、都匀市委、匀东镇党委授予
潘堂红“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潘堂红：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枝一叶总关情

8月18日，本报刊发了部分先进党组织代表助力脱贫的故事，今天将继续向读者讲述来自不同工作岗位上都匀市4

位年轻驻村干部的事迹，他们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场战役，默默无闻地把青春奉献在少数民族贫困山区。

王本翔帮助群众发展楠竹产业王本翔帮助群众发展楠竹产业

匀东镇王司办事处主任蒋建华，同时还担任桃花村包
村领导兼驻村工作队队长，他踏遍了桃花村山山水水，访遍
苗家山寨。

针对桃花村脱贫攻坚工作滞后，基层战斗堡垒发挥作
用不强的局面，他通过广泛走访群众、多方征求党员群众意
见，培养和吸纳了3名优秀的党员作为村级后备干部，选优
配强桃花村支部班子，将3名支委委员扩展为5名。扎实开
展标准化规范化五星级党支部创建，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定期组织开展与驻村干部和村支两委谈心谈话，统一思
想，凝聚合力，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蒋建华带领村支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
和部分党员群众防守一线，挨家挨户入户排查、宣传防控等
工作。全村共排查 741户 2988人，设立疫情防控检测点 4
个，组建党员群众志愿服务队 20余人；成功调解了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纠纷85起，家庭矛盾纠纷10起和意
外死亡纠纷1起，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为加强桃花村阵地建设，蒋建华积极争取，协调资源，
为桃花村新建了面积800余平方米的村级办公大楼和占地
约 600平方米活动广场，配齐各种办公设备。为桃花村新
建通组道路 5 条，共 5.5 公里，惠及 10 个村民小组 2000 余
人，实现全村范围内30户以上自然寨组组通硬化路。为解
决桃花村十五组通组路迟迟未全面完工问题，他多方奔走，

争取资金2万余元，多次对道路进行平整，确保群众车辆通
行。争取了一事一议项目资金，在桃花村第六、七组修建停
车场；争取投资 58万元，在桃花村重修“九月九”苗族风情
活动场所，并隆重举办了大型的“九月九”苗族风情节活动，
不断丰富了桃花村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安装太阳能路灯
277 盏，覆盖了全村主干道及 15 个村民小组，受益群众达
2800余人，改善了全村群众夜晚出行难问题。他积整合村
委会办公资源，将原村委办公房作为村级卫生室，投入资金
近16万元进行重新装修，及时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桃花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没有规模化产业，招商引
资难度大，蒋建华决定在桃花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
药村，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林下中药
材种植，现桃花村已发展太子参种植300余亩，茯苓种植70
余亩，吴茱萸、百香果 10余亩，在土地增收的同时，带动群
众就近就业 100余人，也为下步规模化发展打下基础。通
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桃花村发展养殖业，发展养牛
48户，95头；发展养鱼149户，318亩；发展生猪养殖174户，
526头；发展生态鸡养殖83户，3520羽；发展蜜蜂养殖54户
875箱，更大限度的帮助全村农户增加收入。

因自然灾害，桃花村八组生产便道被冲毁，蒋建华积极
向镇政府争取资金 5000 余元，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先行修
复。桃花村八组因通组道路建设造成原水沟损坏，他找到
施工方协调，最终恢复了水沟通水，保障了群众春耕生产。
在得知桃花村十三组贫困户杨文有因包工头拖欠工资拒缴
合医款后，他多次积极联系包工头，先行支付了部分工资缴
纳合医。针对十二、十三组村民在丹寨务工较多，群众生病
在丹寨就医不能直接报销的情况，他多次和网格员一道入
户开展宣传，为需要的群众申报备案。五寨村一组罗育隆
因独自在家生病无人管理，他多次上门走访慰问，帮其联系
医院，通知其在外务工家人，协调医疗费用等。桃花十一组
吴世德家由于儿子不管家，老人和小孩无人看管，生活面临
困难时，他为该户申请低保，向社会爱心人士寻求帮助，小
孩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全由爱心人士负责。他还协商公司
帮扶桃花村十五组残疾贫困户韦永宵50箱蜜蜂，从培训到
养殖到过冬到分蜂，他都积极帮助解决难题和指导，帮助该
户实现增收。在都安高速项目施工造成群众设施损毁引发
矛盾时，他作为桃花村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队长，带领驻
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进村入户了解情况，梳理问题107条，
积极对接协调项目部解决、化解矛盾，稳定了群众。

今年 7月，中共黔南州委、都匀市委、匀东镇党委授予
蒋建华“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蒋建华：

踏遍桃花山水踏遍桃花山水踏遍桃花山水 访遍苗家山寨访遍苗家山寨访遍苗家山寨

蒋建华走访困难群众蒋建华走访困难群众

2018年 3月，在州自然资源局工作的李海军由州委组
织部选派到匀东镇绕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紧紧围
绕以精准扶贫为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为村民脱贫致富献计出策，成为绕河村群众的贴心人。

绕河村位于匀东镇政府驻地以北15公里，有9个村民
小组，23个自然寨，有居民723户，人口2591人，贫困户211
户 776人，是省级二类贫困村。原绕河村支两委班子欠缺
沟通、战斗力不强，李海军通过正常开展组织生活，增强村
支书、主任和委员的相互沟通，思想逐步得到了统一。现
在村支两委班子能相互团结，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在

“1+9”专项行动、“组组通”、“户户通”、饮水工程等民心工
程中，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党员、群众中威信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绕河村属于景区建设规划区，景区建区建设缓慢，村里想
发展产业，常与景区规划有冲突，村集体经济体经济薄弱，为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李海军主动联系黔南东升公南东升公司为绕河村
产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保障，向都匀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到绕然资源局申请到绕河
村村二期土地整治项目，获得项目资金169169万元万元，，此项目不此项目不仅
增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农户耕作条件和降低劳动成本降低劳动成本，，还还为
村村集体经济带体经济带来15万元左右的收入。

村支两委想利用绕河村自身资源新建采砂场村支两委想利用绕河村自身资源新建采砂场，，解决绕解决绕
河村基础设施用料问题河村基础设施用料问题，，还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还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李海李海

军积极向都匀市政府、州市自然资源局汇报，州自然资源
局增加了一个贫困帮扶指标给市自然资源局，现市自然资
源局已将采砂场选址坐标报省规划院等待审批。他协调

“一事一议”资金为绕河村一组完成户户通水泥硬化路面，
全长2.47公里，覆盖89户村民；通过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20
万元，完成 1 至 5 组 12 个自然村寨户户通基础设施建设。
协助村支两委创办村微小企业，以短（微企业）养长（种养
殖业）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2018年创办村企建材来
料加工厂，2019年创办木材加工厂等企业，为村集体经济
增收 10万左右。争取到中央扶贫资金 72.5万元和中央民
族资金 800万元，其中中央扶贫资金 38.5万元用发展养蜂
产业，覆盖贫困户 63户；34万元用于安装太阳能路灯 105
盏。中央民族资金 800万元和地方配套资金 500万元用于
绕河村河道治理。利用黔南东升有限公司已征用但尚未
使用的土地，种植食用菌、大蒜、蔬菜等短期季节作物，增
加了农户和村集体经济收入。协助绕河村向州非遗中心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金2万元；协调筹集资金2.6万
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配合村委会开展 2018年、2019年绕
家“过冬节”，枫香染传统工艺培训和加工等。

李海军刚驻村工作时遇到绕河村七组村民堵工，他积
极组织开展劝返工作，保障都匀至凯里大道正常施工。绕
河村六组水学章之女水文淑就读于匀东中学高一年级，想
外打工，其班主任及家长多次劝其返学未果。他与驻村工
作队队员多次作思想沟通和实例教育，水文淑终于同意回
校继续学业。

由于受到地质灾害影响，米办新村许厚宁家房屋后山
滑坡，影响了该户房屋安全。李海军及时报告镇政府，将
该户纳入危改计划，投入资金进行堡坎修建，确保了该户
房屋安全。绕河村一组杨正朝户家庭条件困难，他与驻村
工作队通过走访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在开展建档立卡查缺
补漏工作时，向镇扶贫站为其申报进入贫困户系统，从而
使其之子杨应文顺利得到国家扶贫教育补助，继续在黔南
职院学习。他参与“组组通”和“户户通”动员、协调工作，
筹集2万元资金，解决米办寨“户户通”工程缺口资金，保障
工程顺利完成。

疫情防控期间，李海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
组织全体队员参加绕河村支两委及党员群众全天众全天值班，并
开展排查，守护了绕河村全体村民的生命安全。

今年今年 77月月，，中共黔南州委中共黔南州委、、都匀市委都匀市委、、匀东镇党委授予匀东镇党委授予
李海军李海军““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李海军：

绕河村的贴心人绕河村的贴心人绕河村的贴心人

李海军李海军（（前前））和队友走在脱贫攻坚路上和队友走在脱贫攻坚路上

潘堂红在查看生姜长势潘堂红在查看生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