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有一个特殊的战斗群体，他们深入到群众中间，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带领困
难群众找出路、想办法、干实事，与乡亲们同甘共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驻村“第一书记”。近
日，记者来到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兴安岭南麓，走进国家级贫困县阿尔山市明水河镇，探访来自
中央国家机关等不同层面的几位驻村干部，倾听他们在小山村里的脱贫故事——

傍晚6点多，从25公里之外的养牛牧场赶
回来的村民王明，又拿着入党申请书来找驻村第
一书记郑维思来了。

“郑书记，你看看我写的行不？不行咱回去
改。顺便再唠唠品种牛改良基地的事儿呗。”

正准备吃晚饭的郑维思连忙放下手里的碗
筷，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商量了起来。

蛤蟆沟村的人都知道，这个今年40岁的王
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养牛郎。他在上海打工10
多年，一直从事销售和管理工作，虽然吃了不少
苦，但后期也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
在上海生活压力很大，松懈一分就落后一步。可
能在外面时间长了真的累了，再看父母年纪也大
了，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跟家人一商量，还是选
择落叶归根回乡创业。”王明告诉记者。

从上海回来后，王明多方考察后养起了牛，到
目前已有70多头只。养牛过程中他发现，当地养
牛户虽然很多，但还是用传统方法养殖，单打独斗
成本大，产出又少，大部分资源都浪费了。从去年
起，王明逐渐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想办一家
养牛基地，用科学方法来养殖和改良，把我们当地
的优势全部利用发挥出来，带动村里的养殖户、贫
困户和边缘户一起脱贫致富。”想法是有了，但苦于
没有人指点迷津，合作社一直没办法成立。

“小郑书记来我们这里任驻村第一书记，他
召集大伙座谈，宣传讲解脱贫扶困的好政策和做
法，村民们的心思都活了。我也在会上谈了自己
的想法，我们一拍即合，他表示大力支持，并亲自
帮我们到相关部门咨询和办理这件事情。”近日，
随着事情的顺利进展，王明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个多月前，1984年出生的郑维思从阿尔山
市政府办来到蛤蟆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通过
一段时间的入户走访他了解到，这里的村民组成很
复杂，既有原来的林业下岗职工、过去的外来社会
户，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而且很多人信
息闭塞常年不接触外界，人心比较涣散。怎么办？

郑维思在村里组织举办的第一个活动是组
建起广场舞队和“蛤蟆沟村中老年合唱团”。接
着，5月4日，蛤蟆沟村“村民运动会”热热闹闹的
开起来了，来自蛤蟆沟林场的职工、社会户、建档
立卡户、周边村民等大约有200余人纷纷赶来，
参加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蛤蟆沟村沸腾了！

从此，村里散漫惯了的人们组织起来了，开
会商量事儿也有地方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收拢了
人心，聚起了人气。

崔秀玉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农闲

时节习惯靠打牌消磨时间，自从成立了合唱团，
每天心里美美的，越唱心里越敞亮。她说：“这样
的活动让我精神气可足了，我有信心早日脱贫。”
建档立卡户赛音达也表示：“小郑书记这个年轻
人的办法好，我们都希望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在
脱贫路上一起致富奔小康。”

“我刚来这里不久，想做的事情太多了：确认
蛤蟆沟林果加工厂产权并发展村集体经济、着力
培养一批致富带头人、积极与石油公司协调建起
临时加油点……但归根结蒂，要激发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让大家伙的心聚在一起，
劲往一处使，提升积极向上的精气神，这样才能
增强脱贫攻坚的凝聚力，打赢打好这场脱贫攻坚
战。”郑维思神情庄重地表示。

同样的日出日落，有了不同的风景；同样的
人们，正在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明水河畔 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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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水河从这里潺潺流过。

明水河镇位于阿尔山市最
南端，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
洮儿河和明水河从这里潺潺流
过。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小镇
现有3个村子，分别是西口村、
蛤蟆沟村和明水河村，这里的
贫 困 人 口 比 例 占 到 全 市 的
63%，是阿尔山市扶贫攻坚的
主战场。

清晨6点多，大兴安岭南麓天已大亮。迎着
第一缕阳光，西口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绘新来到村
边高大茂密的落叶松树林里，呼吸着沁人肺腑的
清新空气，一边晨练一边查看赤松茸种植基地的
菌丝生长情况。

“我们这里接近原生态的环境条件特别适合
赤松茸的自然生长，每季能收五到六次。这种蘑
菇营养价值高，销路很不错。”全然不顾被晨露打
湿了裤腿和鞋子，李绘新蹲下指着缝隙里正在长
出来的赤松茸小蘑菇头告诉记者，这是驻村工作
队正在进行的产业扶贫项目之一，去年已经指导
村民种了85亩，今年打算扩充到300亩。

“我每天最能把控的时间只有早上这一个多
小时。过去在机关工作的时候可以保证周末休
息，来到这里驻村后，24小时都要献出来的，我
们开会和工作不分白天晚上，加班是常态，每天
12点之前很少能休息。很多扶贫项目要落实，
很多基层党建工作要深入，感觉时间不够用！”

“农村工作很辛苦，农民本身也没有节假日，
随时随地都会来找你。”徜徉在林草地间，李绘新
和记者聊了起来。短短半年多时间里，这位面目
清秀皮肤白皙的湖南女子已被北国的风霜吹成
了“高原红”。

2017年8月10日，作为中组部派出的第二
批贫困地区驻村第一书记，45岁的李绘新从原
国家旅游局（现国家文化与旅游部）来到阿尔山
市。为了让她更加全面地了解情况，当地组织部
门安排李绘新首先挂职阿尔山市扶贫办副主任，
参与当地的各项扶贫工作。今年4月9日，她正

式挂职任明水河镇党委副书记，并担任西口村驻
村第一书记。

“我以前的主要工作是旅游领域，现在下来
搞扶贫，跨度比较大，而且基层工作与原来在中
央部委的工作方式和节奏差距也比较大，的确有
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还好我进入角色比较
快。”虽然来这里驻村仅一个多月，但之前半年多
的扶贫办工作经历让李绘新已经非常熟悉这里，
再加上从驻村第一天起她就坚持入户走访，这个
拥有600多户人家的西口村的情况，她已经了解
的很深入，对脱贫工作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打
算。

“西口村地处阿尔山南大门，又是农林牧三
区交界点，从地理位置来说是有潜力的。如果讲
乡村旅游，西口村目前来看基础为零，产业发展
基础特别薄弱。所以当前的扶贫工作重点是发
展产业，村集体要先富起来。”李绘新表示。

吃过早饭8点钟不到，明水河镇镇长韩福乾
就匆匆赶来了，按照今天的工作安排，要去产业
园落实前不久刚刚召开的京蒙帮扶工作对接会
的具体项目。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从今年开
始，北京市东城区重点对口帮扶阿尔山，为期3
年，而李绘新不仅负责京蒙帮扶工作双方的沟通
和协调，还要把对口帮扶重点落在西口村的3项
工作抓起来：健康扶贫、共建基层党支部、产业扶
贫。

“我们这个产业园很有特点，它的理念是‘慢
种慢养’，而这正是李绘新书记提出来的，从国家
部委来的扶贫干部，眼界和观念确实不一般！对

于我们贫困地区来说，驻村干部不仅要干具体活
儿，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理念上给我们以提升，让
我们的脱贫攻坚战赢得漂亮，使我们今后的产业
发展能上一个新档次。”行进在春意盎然的田野
林间，韩福乾边开车边介绍，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他告诉记者，李绘新驻村以后，经过调研和分
析后认为，阿尔山地处寒温带，无霜期很短，动植物
生长缓慢，无法在效率和规模上和其他地区竞争。
而牛啊鸡啊羊啊在蓝天白云下的草地上懒洋洋的，
看上去舒适自在极了，无意中也正契合了当下大城
市追求慢生活节奏的新时尚。因此，她提出用“慢
种慢养”的理念来打造当地的农副产品。

“‘慢种慢养’意味着长得慢，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吸收大自然的精华，品质会更好，很适合我
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把长得慢的缺点转
变为养得好的优点，把养得好的优点通过京蒙帮
扶的平台转变成卖得好的亮点。要把劣势转变
成品牌优势，找到发展与保护的平衡点，这样也
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坐在旁边的李绘新补充道。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理念提出来时，
适逢京蒙帮扶的好政策落地对接，各方面对此都
特别认可，觉得在这种理念主导下生产的高品质
绿色农产品，更有机会进入高端销售市场，于是，

“京蒙帮扶‘慢种慢养’生态农牧业产业扶贫共建
园”应运而生。如今，“慢种慢养”已成为阿尔山
当地的长期战略性规划，成为阿尔山产业发展的
方向。而李绘新引进的阿尔山凤凰鸡养殖，也作
为培育‘慢种慢养’产业的品牌项目正在积极推

进中。
产业园里，一排排榛子、沙果等树苗整齐排

列，舒展的枝条上争相开满了红白色的小花。
在现场记者看到，产业园区的布局规划中已

经为未来发展旅游留下了观光通道。按照韩镇
长的说法，他们现在的产业发展基本模式是成立
合作社，企业、村集体参股、农户参与，种养殖场
提供岗位帮助当地村民家门口就业。同时，衍生
产业链可以发动农户搞饲料种植给产业园。总
之，随着产业的发展，将把周边都带动起来，让更
多的农户能够参与进来做观光农业，游客也可以
来进行农事体验采摘、认养等。

“所有的产业项目都是为了扶贫，为了提升
村集体的产业实力。我们驻村干部最大的价值
在于帮助当地挖掘潜力，或者在发展方向不清晰
的时候帮助辨别。我要在挂职期间帮他们把基
础和框架打好，为后续发展打基础，做铺路性的
工作，就像习总书记讲的，要有‘功成不必在我’
的思想境界。我相信，在我任期之内，基础一定
能够打得差不多。”李绘新说。

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在产业园里悄悄度过；
在产业园的偌大田野里，留下了李绘新的串串脚
印……

小山村的夜晚寂寥而宁静，满天星斗熠熠生
辉。夜已深，李绘新却了无睡意，她坐在办公室
桌前，拿出自己的扶贫日志，记录下一天来的点
点滴滴。抬头望去，办公桌上的台历显示，距离
今年底阿尔山市整体脱贫摘帽倒计时的数字，又
少了一天。

“阿荣姐，谢谢你，我终于通过了！”下午3
点，明水河村驻村第一书记阿荣办公室内，一脸
憔悴的女村民包洪荣从另一间正在召开村民代
表民主评议会的屋子出来，进来就激动地上前紧
紧拥抱阿荣，忍不住哭了。她刚刚接受低保审核
通过了，将从6月份开始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

说起来，33岁的包洪荣很不幸，去年8月，她
和丈夫外出时遭遇车祸，丈夫当场身亡，她侥幸
死里逃生却受伤严重，造成颈椎粉碎性骨折，植
入了4颗永久性钢钉，正在术后恢复期。面对悲
痛的老人和年仅6岁的幼女，包洪荣身心疲惫，
欲哭无泪，今后的日子不知如何走下去。就在这
时，阿荣和驻村工作队来到她身边，帮她办理了
残疾证，协调住上了搬迁房，又根据她的实际情
况，按程序帮她申领了低保。并劝导她：只要活
着就有希望，你还年轻，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些力
所能及的活儿干干。“别担心，我们大家伙都会帮

你的。”
到明水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前，阿荣担任

明水河镇党委组织委员、妇联主席。对于阿荣来
讲，这个新职务又让她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
使命。从房子停电、漏水到贷款找项目，从住院
报销到孩子上幼儿园，只要出现问题，很多人第
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阿荣。在采访中很多村民，
尤其是贫困户们表示，他们跟这位第一书记相处
很放松，都愿意告诉她心里话，因为她是真心从
贫困户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当成自己家的事情
去办。“我们贫困户有事儿就愿意找阿荣妹子”。

“很多贫困户其实不叫我书记，直接叫我阿
荣或阿荣妹子 。”看到村民们对自己如此信任，
阿荣也感到很欣慰。

刚刚把转悲为喜的包洪荣送走，70多岁的村
民郭景文又急匆匆赶来了，他从怀里掏出3万元
往阿荣手上一塞：“阿荣啊，大爷文化不够，写字

也困难，你帮我把这上年借的钱还上吧，再借还
找你，别的我就不管了”，说完便笑呵呵地走了。

看到记者一脸疑惑，阿荣解释说，这位贫困
村民还的钱是奖补信贷借款，他去年借贷3万元
搞养殖，效益不错，及时还贷后还可以有奖励。
据阿荣介绍，从去年开始，为了鼓励和支持有劳
动能力和产业发展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主动
参与产业扶贫，阿尔山市采取“先建后借，建成
奖补”的方式，给予贫困户产业发展启动资金和
奖励资金，最高每户可以享受配比3万元的信贷
借款用于发展产业。这项举措空前激发了贫困
户自主发展的产业热情。目前，明水河村里已
经有104户建档立卡户和边缘贫困户利用312
万元产业扶持资金，自主发展特色种养植业，实
现了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可喜转变。

打开阿荣的工作日志，她的这一天是这样
安排的：

8点30分，和工作组成员开碰头会，确定今
天的建档立卡档案整理内容。

9点，给4户需要安置的无房户安排住房抽
号，并陪包洪荣拿钥匙去看房子。

10点，去种木耳的农户家里查看，并询问贴
息贷款的情况。

10点30分，去包扶的贫困户家了解情况，
检查贫困户二维码是否更新，更新内容是否准
确。

11点30，联系手工编织的老师，酝酿举办第
二期培训班。

……
晚8点，召开党支部换届选举党组织委员推

荐会。
……
这是普通的一天，这日子，真真切切；这日

子，累并充实着。

蹲点三记：

北京来的“第一书记” ●5月16日 晴 西口村

“我们贫困户有事儿就愿意找阿荣妹子” ●5月17日 晴 明水河村

蛤蟆沟村沸腾了 ●5月18日 晴转阴 蛤蟆沟村

李绘新（左）在了解赤松茸的生长情况。

郑维思（左）与林果加工厂负责人探
讨育苗技术。

在阿荣组织下开展的草编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