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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不嫁冗阶郎，搭个窝窝就是
房。整年只收一月粮，一年难得赶回
场。”这段顺口溜是 20 年前人们对甲茶
镇西凉片区团结村冗阶组边远穷困、道
路不通的描述。

冗阶组海拔 1200多米，坐落在陡峭
群山之上，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成了制
约当地发展的“拦路虎”。修一条通往外
界的水泥路，成了冗阶村民最大的夙
愿。1998年，时任团结村冗阶组组长的
王长武以人定胜天的理想信念，以愚公
移山的精神，整整 18年，带领群众硬是
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

“路还没通的时候，群众种出的粮
食、养肥的猪，无法运出山外，如果运
出山外，除开运费及成本，基本没有纯
收入。现在路修通了，群众收入高了，
学生读书、老人看病都方便了，18年修
通这条路，值得!”王长武感触地说道。

上下进出冗阶的路，由若干辈的冗
阶人一脚一脚“踩”出来，没有刻意修
整的痕迹，也没有丁点方便行走的想
法，随坡就坎，随弯就势，看得出足迹
的“路面”，不过二、三十公分宽的样
子，不管是从山上往下望，还是从山下
往上看，就像是“蜷曲”在山间的一根

“丝线”。祖祖辈辈的冗阶人，就把他们

人生的命运系在这根“丝线”上。
2003年，冗阶被纳入全县第二轮农

网改造计划，但是农网改造水泥电杆的
搬运、栽立，由受惠村组自行解决，面
对着一根根 10米长的水泥电杆，半吨多
重，王长武和村民们陷入了沉思。

“因为没有路，电杆难以运送，只能
依靠人力，最终全寨 20多个青壮年花了
两个多月，才把 10多根电杆抬上山、栽
进寨。”王长武说道。

2004年，一场火灾将 20多户群众的
房屋付之一炬，又一次深深地灼痛了王
长武。在全组老少如临绝境之时，王长
武站了出来，带领大家重建家园。重建
的过程中，建房的材料只能靠肩挑马驮
运送进来，建同样的房子，要比邻村多
花 4 倍以上的价钱。自己身处其间，感
受最深也最真切，这一次，王长武终于
在嘴里把几个字嚼碎吐了出来：一定要
修条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思想上肯定
要多想一点，只有我自己先动起来，在
群众中带好头，才能克服这个困难，所
以当时我就把修路的想法说了出来，也
得到大家的认同。”王长武说道。

“修路”，一时间成为了组里的热
词，家家户户派出强壮的劳动力走上

“前线”。但是，客观条件的恶劣并不因
村民的热情变得让人暖心，平时空手行
走都让人胆颤心惊，现在却要悬空在岩
壁上细凿万年石，胆儿大小不说，大脑
里晃过种种可能出现的意外场景，好些
鼓足了勇气“下去”操作的人被拉上来
放在安全处，屁股刚落地，整个人都吓
瘫了。慢慢地，出工的越来越少，没几
天，大家伙全蔫巴了，工程只好停工。

王长武心里焦急，却也无可奈何，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这路修不出来，乡
亲们的苦还将继续下去！苦苦思索后，
他决定：外出打工，赚钱回来买设备再
修路。于是，从 2004年春节后开始直到
2010年，整整七年的时间，王长武就外
出打工“赚钱”，每年农忙时节回来，王
长武总要到那条“半途而废”的路上搬
几块石头填填坑，铲几铲沙泥补补凼。
大家知道王长武心里的苦，见他出工
了，也总会有三、五成群的群众跟在他
后面一起上“工地”。七、八年的时间，
王长武和乡亲们在不知不觉中，竟把原
来仅二、三十公分宽的路弄成近一米宽
的泥巴路。除了流汗，王长武“投资”
了多少打工钱他也记不清了……

终于，2011年，乡里为冗阶争取到
了 30万元的修路资金。有了这笔钱，王

长武又一次发出了“全寨动员令”，全寨
42户人家，外出打工的悉数回来，青壮
年搬石清场，老人坐着磕碎石，小孩放
学后上路为爷爷奶奶当“搬运工”，妇女
烧水煮饭。伴着轰隆隆的炮声，冗阶的
山上，天天热闹得像过年。而作为领头
人，王长武更是一天也没落下。

2012年，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一条
3.9 公里长、4.5 米宽的毛坯子路基本成
型。

2013年，原西凉乡并入原摆茹镇合
为甲茶镇。镇党委倾力帮扶，把这条路
彻底修好。

2017 年 1 月 9 日，历经 18 年的艰苦
奋斗，盘绕在悬崖峭壁间的“天路”修
通了，成为冗阶连接外界的大动脉，让
群众结束了肩挑背驮、翻山越岭的历
史，圆了村民们祖祖辈辈的公路梦。

“玉带”绕青山，天堑变坦途。王长
武带领群众绝壁凿“天路”，成了脱贫攻
坚路上的新“愚公”和领头人。经过近
七年的脱贫攻坚，王长武以及团结村

“两委”带领全村 342 户 1686 人全部脱
贫，新建和改扩建并升级硬化村级道路
11条，总里程达 87公里，解决了 447户
2167人的出行难问题，现在，这条“天
路”成了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王长武为党员讲述修路情况

王长武王长武：：
1818年年！！
““愚公精神愚公精神””修修““天路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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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涛廷与群众交流

仲夏之时，万物繁茂。走进平塘县
大塘镇胜安村，农家小院花团锦簇，山
间村落整洁如新，良渠如龙贯穿沃野。
一幅幅跃然纸上的美丽画面，勾勒出令
人向往的乡村田园风光。胜安村的美丽
蜕变，不得不提到当地群众口中的“小
范”书记。

当地有一句顺口溜：“年年栽秧年年
伤，一年辛苦有半荒，不要出门就看海，
一看海来心慌慌。”这是胜安村以前的一
个最真实写照。

群众口中的“小范”书记范涛廷，是州
水务局一名 90后干部，2021年 5月，他主
动申请到胜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的初心很简单，一是想到农村学
习锻炼，增加自己农村工作的本领。第二
方面，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村里的群
众带来一些实惠。”范涛廷说。

第一天到胜安村，范涛廷就以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下组入户，了解
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并及时与同事会商研
判。通过深入地入户走访，与群众谈心谈
话，范涛廷很快掌握了胜安村大致情况。

范涛廷说：“到村走访调研时发现，村
里的洪涝灾害是一个心头之患；第二方面
就是灌溉沟渠、排洪沟、机耕道等建设，相
对还是有欠缺。”

去年 6月，范涛廷亲眼看到胜安村发
生大面积洪涝灾害、淹没大量良田后，他
心里暗自鼓劲，一定要为胜安村群众解决
洪涝灾害这一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水利
人，水利人有一种情结，见不得群众没有
水喝，见不得群众农作物被水淹。我本身
也是农村人，现在又在农村工作，我知道
群众种田、种玉米比较辛苦，如果不及
时地进行河流治理，那很可能一年的辛
苦会白费。”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范涛廷开启了
“外出跑项目”的模式，多次跑州赴省向
水利、发改、农业等部门争资争项，落
实了 20余万元资金修建灌溉设施，解决
了 200 余亩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及群众用
水矛盾纠纷；同时争取到了总投资 1688
万元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落户胜安村，
解决了胜安村部分村寨及农田受淹问题。

范涛廷说：“目前，群众的满意度还

是比较高的。通过这次河道治理，今年
入汛以来三次强降雨，河道治理的河段
都没有出现洪涝灾害。”

在范涛廷的努力下，常年困扰胜安村
群众的洪涝灾害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群众
对这个年轻的驻村书记也是刮目相看，大
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范书记”。

“这个河道原来就是泥巴、石头乱七
八糟的堆起，修好后对我们整个寨子都方
便。第一书记来到这里，把我们这个组到
处都改变好了，花台、卫生等，哪样都相当
好。”胜安村群众陈廷文开心地说。

修建灌溉水渠、治理河道、解决洪
涝灾害问题，是范涛廷驻村后办的第一
件实事，随着村里防洪灌溉问题得到解
决，范涛廷又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每
当说起驻村工作时，他总是滔滔不绝。

“以前在机关，大部分还是在办公室工
作。驻村以来，因为面对的是群众，大
部分时间还是在下组、入户，去看一下
群众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然后看我们能
够提供什么帮助。到村里面以后，只有
贴近群众，才能够更了解他们的生活，

才能更好地为他们办事。”
驻村工作中，范涛廷经常走访慰问

村里的老人和弱势家庭，给予他们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能过上更好的
生活。

“家里面还有哪样大的困难吗？”
“只有我的手痛，做不了多少活，其

他方面就不得哪样了……”
通过走访，范涛廷及时掌握村里每

家每户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给每个家庭
带去帮助。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群众的
困难和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基础
设施也得到良好的完善。当下，胜安村正
朝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快步前行。

“范书记经常来了解我们学生教育，
还把我们村庄建设得很漂亮，产业发展起
来了，在家门口就能赚得到钱了。”胜安
村群众陈礼花满脸笑容。

“作为一名党员，初心和使命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村里担任第一书
记以来，觉得就更能直接地践行初心和
使命，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群众，服务
的就是群众。”范涛廷说。

范涛廷范涛廷：：
村里来了村里来了““小范小范””书记书记

黄仕雄与老人们在廊桥闲聊

对于一名党员来说，不论党龄长
短，一定会将入党的那一刻铭记于心，
那是无比庄严、神圣的时刻。2017 年 6
月28日，对于已经73岁高龄的黄仕雄老
人而言，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古
稀老人终于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梦

“夕阳”红。
“一个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发挥的作用

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写了申请入党……”
采访中，黄仕雄老人向我们展示了珍

藏柜里的“优秀共产党员”绶带，这条鲜红
的绶带是党组织对他入党五年来，取得工
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黄仕雄老人以前是一名个体经营户，
退休后担任通州镇老年协会会长。近年
来，在黄老的积极引导下，协会主动参与
基层治理、社会公益事业等，并获得了群
众肯定。

“一般群众有什么困难，他都帮他们
解决，哪家有纠纷矛盾，他都是积极地去

帮助。”群众杨芳秀这样夸赞黄仕雄老人。
从群众的肯定和黄仕雄老人的珍藏

中，我们看到了各级组织和群众对老人工
作的认可。一项项荣誉的获得，也充分体
现出老人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关心。

“协助开展环境整治、解决矛盾纠纷、
组织老人春游、秋游活动、过重阳节。”通
州镇老年协会会长黄仕雄向记者谈起了
自己的工作日常。

黄仕雄退休前，主要从事桥梁建筑、
道路修筑工作，退休加入老年协会后，第
一件大事就是带领老年协会的同事修桥。

黄仕雄带领大家修建的桥，位于通州
镇荷花社区，因社区中间有一湖泊，两岸
群众来往不方便，群众修桥意愿很高。
2008年，在黄仕雄的带领下，协会会员参
与建设，通过大家的努力，桥很快建成投
入使用。现在，已成为群众往来、休息聊
天的重要场所。

“这个桥修得好又漂亮，还可以遮风

挡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人
在这聊天。”群众何忠良开心地说道。

黄仕雄老人今年 78岁了，年轻时没
有入党。自加入老年协会工作后，通过
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老人看到了党
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怀，看到了人民生
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更看到了共产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于是，他怀着对党的
无限热爱，2017年，向党组织递交了经
过多次修改的入党申请书。

“年轻时候做事情，心里有党就行
了，老来才入党，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涉
及面广，有时候政府开会，有时候要去
做工作，因为党员在老百姓中是比较信
任的，做起工作来才顺利，就写申请入
党。”黄仕雄说道。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黄仕雄提交
入党申请书后，通州镇党委政府非常重
视，积极选派优秀党员干部进行谈心谈
话、培养考察，吸收入党。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后，黄仕雄时刻以党员身
份严格要求自己，除了开展好自身负责
老年协会的工作外，还时常组织老人们
参加各种老年活动，经常到学校关心关
爱学生。

“我觉得爷爷奶奶们挺关心我们的，
经常来学校探望我们，给我们送一些棉
被、牛奶等生活用品，还给我们讲一些
传统文化，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通州
一小学生陆丽红说道。

今年是通州镇老年协会换届年，由
于年纪大了，黄仕雄即将卸任会长一
职。但作为在协会工作时间最长的老
人，他承诺，卸任后将继续发挥余热，
持续做好通州镇老年工作。

“我是一名‘年轻’的老党员，我的
党龄也就是几年，但是我要在协会协助
他们，要把这个老年工作继续做下去，
如果身体好，我一直做到做不动、动不
得为止。”黄仕雄自信地说道。

黄仕雄黄仕雄：：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7373岁高龄岁高龄

终圆入党梦终圆入党梦

有一种信念，因为坚守的意志而愈发坚
韧；有一种使命，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一路向
前；有一种责任，始终为公奉献不忘初心；有
一种担当，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熠熠闪光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坚守信念、不忘初心
的优秀党员，他们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不
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行
动书写着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 本报平塘记者站本报平塘记者站 罗再祥罗再祥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丰功伟绩。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党员只是一些平凡的人物，然而他们身上却时刻焕发着鼓舞人心的正能量。多少年如一日不计回报地付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品质、一种担当，更是一

种行为习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这些党员的事迹各不相同，但他们却以无私奉献作为自己人生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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