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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正午时分，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的
“爱心餐厅”开饭了。村里的孤寡老人
和独居老人们坐在餐厅的餐桌边，吃着
热腾腾的饭菜，谈笑声一片。

“爱心餐厅”“为民跑腿服务站”
“暖心墙”“爱心助学”，是铺仔村打造
的四张爱心名片。这一系列便民服
务，架起了一座党群沟通的桥梁，也为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第一书记裴兴旺
深入开展扶贫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今的铺仔村，一条水泥修建的
中心大道穿村而过，一座饲料厂和花
卉种苗基地项目即将开建。裴兴旺正
和村中群众一道，齐心协力，打造着铺
仔村的美好未来。

开展工作要取得群众支持

就在一年多前，裴兴旺刚刚进村

时，他遭遇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村里没
有一条水泥路，进村第一天，他坐的车
差点陷进了泥里。

这个拥有11个自然村的行政村，
有2671人，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就有702人。村里本来人均就不多的
土地全部种植橡胶，随着橡胶价格的
下跌，不少农户收入锐减，而转型发展
其他产业难度则很大。

此外，村里五保老人多，留守老人
多，留守未成年人多，不少贫困户连基
本的生活都很难保障，更别说发展生
产脱贫致富了。

更让人裴兴旺心酸的是，刚进村，
他就听见村里有人揶揄道：“干部下
乡，基本走个过场，不顶用。”在刚进村
的第一个星期，村民们见了他连招呼
都不打。

“因为长期的贫困，群众心中难免
有些怨言，会对干部不信任。”村民的
这一系列反应，并没有让裴兴旺感到

气馁。他坚信，要开展扶贫工作，首先
要得到群众的支持，加强党与群众的
联系，这便要从群众最贴切的“小事”
做起。

做好身边小事便民利民

让群众的心暖起来，就要急群众
之所需。

村里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孤寡
老人、留守未成年人、残疾人无人照
顾，吃饭都成问题。在裴兴旺的推动
下，今年6月28日，村里建起了“爱心
餐厅”，为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留守未
成年人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提供饭
食。这个餐厅由村两委干部和保洁员
轮流做饭，在村委会和爱心人士的补
贴下，到餐厅就餐的村民一餐饭只需
掏2元。

贫困户普遍缺乏衣物，从今年1
月份开始，铺仔村11个自然村在村

头、小卖店等人流集中的地方设立了
12面“暖心墙”，将城里捐赠的衣服挂
上，方便有需要的群众取用。如今“暖
心墙”已从提供单纯的衣物延伸到提
供家电、学习用品、儿童玩具等。

铺仔村距离城镇较远，村民办事
不方便。去年10月，裴兴旺在村里建
立了“为民跑腿服务站”，提出了“打通
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零距离”的口
号，村民办生育证、户口、新农合报销
等，都由村委会代办，方便又快捷。

这些“小事”，温暖了村民的心，拉
近了裴兴旺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特别是今年春节前，寒流侵袭
海南，裴兴旺发现很多户贫困户缺
乏保暖的被褥，于是他联系前来慰
问的单位，在慰问品中增加了棉被
一项。当拿到棉被的那一刻，不少
村民感动地拉着裴兴旺的手：“裴书
记，你是一个真正能干事情的人，我
们相信你！”

齐心打造村庄美好未来

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此后裴
兴旺在村中的工作也顺利很多。在省
住建厅、省设计院、天涯水泥的共同资
助下，铺仔村修建了一条长450米中
心大道。修路过程中，群众们没有一
句怨言，主动让出自家土地。

而对于产业的发展，裴兴旺的想
法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结合村中实际，如今，裴兴旺已经与
位于海口的一家饲料公司和一家园林公
司达成了协议。饲料公司由村中引进在
和舍镇设立饲料加工厂，带动村中发展
养猪产业；园林公司统一规划，在村中建
设花卉种苗基地，同时安排贫困户就业，
带领村民利用零散土地发展花卉产业。

如今，这两个产业项目已经准备开
建。村民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期盼着
项目的早日建成，彻底告别贫困落后的
日子。 （本报临城11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李磊

中午时分，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
第一书记阴若珂照例前往村里的养猪
合作社，查看生猪的长势。这个养猪
合作社，是大里村26名贫困户通过扶
贫资金入股的方式成立的。

从不考虑如何去脱贫，到主动加
入合作社要脱贫，一年多来，大里村的
贫困户们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

相比让贫困户从“等脱贫”变为
“要脱贫”，阴若珂想得更长远：要带出
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村“两委”班子，即
使村里没有了“第一书记”，这场脱贫
攻坚战也依旧能够继续下去。

开展培训改变村民思维

“我说要给他找工作，那贫困户
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怕干不好。”至今，

阴若珂还记得刚进村时与贫困户的那
次谈话。

这个位于定安县腹地的小村庄，有
贫困户78户、322人，贫困户人均水旱田
仅为0.6亩。村中土地无法种植经济价
值较高的农作物。

阴若珂曾试着给贫困户送猪苗，
但猪苗刚送出，村民转手就将猪苗卖
了钱。回想起刚进村时的情形，阴若
珂感到，扶贫最大的阻力不是土地的
稀缺，而是村民和村干部缺乏摆脱贫
困的信心和决心。

脱贫工作首先要改变村民和干部
的思想，为他们树立信心！

利用自己在人社系统工作的资
源，阴若珂在富文镇举办了4期创业培
训班，覆盖富文镇3个村。在创业培训
班上，阴若珂举了很多通过村庄创业
成功脱贫的例子，提出不能固守现有
思维，一定要抛开土地制约，发展养殖

产业。同时，他也提出了在村中建立
养猪合作社，通过村里养殖能人来经
营，确保盈利的想法。

引导村中能手领村民脱贫

村里33岁的生猪养殖户冯圣敏，
也参加了创业培训班。刚进村时，阴
若珂也找他谈了办养猪合作社的事，
但他担心风险，一口回绝了。

培训班刚结束，冯圣敏就主动找
到了阴若珂，“既然别人都能干好，我
相信阴书记，他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一定要带领大家脱贫。”

在省人社厅的支持下，村里26名
贫困户得到了专拨帮扶资金 10 万
元。这26户贫困户依靠这笔扶贫专
项资金，组建了一个养猪合作社，成为
合作社的股东。合作社由冯圣敏经
营，贫困户凭借股金进行分红。

现代化的养猪合作社办起来了，
看着猪栏内的生猪一天天长大，母猪
一窝窝地产下猪仔，贫困户的心也踏
实起来：“跟着阴书记干，不会亏本。”

紧接着，阴若珂又接到了村民的
诉求，希望能够发展黑山羊养殖。于
是，在村里一个养殖能手的带领下，由
村里29户贫困户入股的黑山羊养殖
合作社也组建了起来。

培养本地干部盼持续发展

上个月，将养猪合作社办得风生
水起的冯圣敏提出了入党申请，阴若
珂联系了富文镇的组织委员，将冯圣
敏作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

“农村基层党组织太需要这样的
致富能人了，村里的党员老龄化严重，
缺乏这样强有力的带头人。”阴若珂十
分看好这个年轻人。

除了冯圣敏，今年新当选的村“两
委”干部也成了阴若珂重点培养的对象。

几个月前，阴若珂还带着村“两
委”班子，到临近经济发达的乡镇学
习。学习过程中，这些村干部学习了
先进乡镇村庄里扶贫工作、产业发展、
村务治理的经验。

更可喜的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
入，当阴若珂从县里争取了460多万
元，准备修建6.6公里环村路和生产
路时，村干部和党员们都优先让出自
家的土地和房屋配合修路。

“第一书记能力再强，也不能把村
中的事务全部包揽，扶贫工作的持续，
还需土生土长的村干部成长起来。”在
阴若珂的心里，他这个第一书记如今
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大里村带出一个
富有战斗力的班子，“那才能实现真正
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定城11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李磊

走在铺仔村，当记者和裴兴旺走过村中新
修建的水泥路，路边的村民们见到他，都走上前
与他热情地寒暄：“裴书记，不管你是留任还是
回海口，待到村里菠萝蜜成熟时，我们都会给你
送去，要让你永远记住铺仔村。”

不经意的寒暄中，听得出群众对这位第一
书记的感激和信任。

这种信任，完全得益于裴兴旺此前在村中
开展的“四项爱心”工作。他说，扶贫工作少了
群众的信任，再好的扶贫项目，能力再强的第一
书记，工作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最后结果是“剃
头挑子一头热”。

因此，扶贫要先暖群众心，只有架设起一座
干部与村民沟通的桥梁，先取得群众的信任，换
取他们对第一书记工作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开
展相关的扶贫工作。

取得群众信任是
扶贫关键

采访札记

因为长期的贫困，
群 众 心 中 难 免 有 些 怨
言，会对干部不信任。
要让群众相信第一书记
工作，以便今后扶贫工
作的开展，首先要得到
群众的支持，这便要从
群众身边最贴切的“小
事”做起，来化解他们的
心。

省住建厅办公室副
主任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
村第一书记

人物名片

裴兴旺

第一书记语录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第一书记裴兴旺：

扶贫先要暖民心

“扶贫工作最终要依靠这些土生土长的干
部带动，因此他们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是采访
中，阴若珂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走在大里村里，当地干部并没有把阴若珂当
做“上面派来的干部”，田间地头、村委会会议室
里，他们走在一起谈笑风生，聊着村里的大事小
事。阴若珂认为，虽然第一书记拥有先进的发展
理念和视野，以及引进资源的优势，但要想做好村
里的工作，毕竟不如这些在村里和村民朝夕相处
的当地村干部，而且第一书记毕竟也有任期，一旦
调离，扶贫项目如何持续开展下去也成为问题。

因此，在阴若珂的心里，就需要为村里留下
一个富有战斗力的班子，让他们拥有扶贫工作
的先进理念，让他们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
人，脱贫攻坚工作才能持久地开展下去。

采访札记

持续脱贫
还需依靠本地干部
■ 本报记者 李磊

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第一书记阴若珂：

脱贫先要树信心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第一书记裴兴旺在驻村期间，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摄

定安县富文镇大里村第一书记阴若珂（蓝色衣服者）引导村民成立养猪合作社，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司玉 摄

第 一 书 记 能 力 再
强，也不能把村中的事
务全部包揽，扶贫工作
的持续，还需土生土长
的村干部成长起来。我
不仅要为村民和干部树
立脱贫的信心，还要为
大里村带出一个富有战
斗力的班子。

省人社厅行政审批
办副主任，定安县富文镇
大里村第一书记

人物名片

阴若珂

第一书记语录

驻村

前

村里土地全部种植橡
胶，转型发展其他产业难
度很大

村里没有一条水泥路

村里青壮年大都外出
打工，孤寡老人、留守未成
年人、残疾人无人照顾

村貌

民生

产业

村貌

民生

产业

村里修建了一条长
450米的中心大道

村里建起了“爱心餐
厅”，为孤寡老人、独居老
人等提供饭食

一座饲料厂和花卉种
苗基地项目已经选址，即
将开建

驻村

后

村里党员老龄化严
重，缺乏强有力的带头人

驻村

前

土地分散，无法种植
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

村民不考虑如何脱贫

产业

思维

队伍

产业

思维

队伍

由贫困户入股的黑
猪、黑山羊养殖合作社成
立，贫困户靠着股金分红

经过脱贫创业培训班培
训，主动加入合作社要脱贫

重点培养村中的党员
和干部，带领他们外出学习

驻村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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