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地城乡社区，有这么一群热心
人，有的把脏乱差“问题社区”营造成远
近闻名的“明星社区”；有的放弃自己的
事业，带领大家奔小康……

一段段佳话、一个个故事，让小小
社区充满真情与大爱，汇成社会磅礴的
正能量。这些默默奉献的社区领头人，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做“鸿雁”：传递爱与温暖

社区居民有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任
红梅，群众没事儿也找她聊天，她的办公
室人流不息。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桥头街
道段南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
主任任红梅心中，装着百姓的家长里短。

这个社区属于老矿区，老矿破产
后，男人们都到外地打工谋生，造成
空巢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特殊人群
多的“三多”。任红梅说，古代中国有

“鸿雁传书”的传说，“我们在社区要
学习鸿雁精神，为民服务。”

在段南沟社区，服务项目比比皆
是：图书室里除了图书，还摆放着临时
休息养神的床铺；每周二安排党代表与
居民面对面谈心活动；还有关爱空巢老
人的雁巢行动、鸿雁解忧、鸿雁帮困活
动等等。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
坝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杨春
敏所在的社区也曾是远近闻名的“问题
社区”，居民多数都是重庆特殊钢集团
的下岗失业职工。

2005年，下岗再就业的杨春敏主
动请缨，接手了这个“烂摊子”。她逐家
走访了解情况时，有居民不留情面地告
诉她：“什么时候把卫生搞好了，再和我
们沟通。”

居民对社区环境卫生不满意，那就
先干了再说！杨春敏带着工作人员动
手清淤除渣，整治卫生死角。

团结坝总共只有12名社区工作人
员，面对的却是近2000户居民，如何忙
得过来？杨春敏把社区每50户划分为
一个网格，由居民公推直选出自己信得
过的党小组长和居民小组长负责卫生
工作，彻底扭转了只有社区干部唱“独
角戏”的状况。如今的团结坝，环境洁
净，居民和谐，令人流连。

当“头雁”：让家乡更富美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省庄镇东孙
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米培莲
的一天，从视察村集体的牛棚开始。

十几年前，米培莲接手这一岗位
时，村集体没收入，还负债50多万元。
部分村“两委”成员因工资无着落、工作
难开展，相继撂了挑子，班子三年换了
四茬。

“我上有老母亲，下面有两个孩子
和丈夫。母亲和丈夫都不让我接这个
工作。”米培莲回忆。给村里修第一条
水泥路时，还差最后一车水泥没有钱
买、没钱拉，她自己开着拖拉机去拉，差
点命都没了。

“我就是想让这个地方好起来，让
乡亲们摘掉穷帽子。”米培莲说。

她筹集资金建起了高标准的养殖
小区，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奶牛养
殖。还成立“东华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建成2000余平方米的沿街商业
楼，引进幼儿园、饭店等项目。村民人
均收入大幅提高，不少村民盖起了楼
房、购买了轿车。

左文学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
平镇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带领
下，塘约村由一个国家级二类贫困村，
变成了人均收入达万元、村集体经济增
至200余万元的小康村。

和米培莲一样，原本靠着养牛渐成
气候的左文学，为了全心带领乡亲奔小
康，他不顾家人劝阻，卖掉了牛。

制定党员量化积分制考核评分，对
全村43名党员每个月一次积分，激发
党员发挥带头作用；每半年 “晒一次
实绩”，干得好不好，群众来对“两委”班
子打分，分数与年终绩效挂钩；召开村
民大会订立村民自治“红九条”，根治了
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

“下一步,我们还将带领全村群众
向前走。”左文学充满信心。

亮“心灯”：连接万家灯火

一个社区，18万名居民，不到4个
人就有1个志愿者；数十个家庭将自家
钥匙委托居委会保管；每到月初，国旗
在这里升起；每到元宵节，居民汇集在

这里，欣赏自制的花灯……
这就是以和谐、和睦著称的武汉市

江岸区百步亭区。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社区管理的生

命线。”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管委会主
任王波深有感触地说，“在百步亭工作
多年，我最感欣慰的就是把最基层的社
区党员、居民发动起来。”

到社区工作前，王波是一位大学
教师。舞台变了，不变的是她对培养
人才的重视。“社区治理需要一批思想
政治素质过硬，吃苦耐劳又富有活力
的年轻领头人。”

为吸引青年人才走进社区，王波下
足了功夫。她带领社区建立了一套完
善的人才培育发展体系。新人入职培
训、上门入户、跟班轮训、外出交流、平
台晋升……进入社区的每个环节都有
专人指导。她自己常抽出时间给社区
工作人员讲课、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
动态。

在她带领下，一支极具凝聚力、战
斗力的社区工作团队在百步亭悄然形
成。目前社区管理人员中，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者有30余人，占管理人员7成
以上。

不少居民在夜晚散步时，经常看见
王波办公室里亮着灯光。有人疑惑：什
么都不缺的王波，干吗要过得这么累？
对此，王波总是笑笑说：“在这里，我收
获的是一种大爱，这比什么都有价值。”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你 们 就 是 时 代 英 雄
——记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群体（上）

新华社记者 廖君 冯国栋

昨日上午，中宣部举行2018年“最
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发布仪式，我市沙
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党委书
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杨春敏成功入选。

“有困难，找杨姐”是团结坝社区居
民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2005 年，重
庆特殊钢集团破产，成为重庆市最大的
整体性破产案，5.4万名下岗失业职工
大部分住在团结坝社区，团结坝社区成
为各种矛盾骤增的“问题社区”。杨春
敏作为原特钢厂的女职工干部和优秀
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她主动请缨接手
这个“烂摊子”，一干就是13年。她一

心扑在社区工作上，把社区当家来建，
把居民当亲人对待，把居民的事当自
己的事来做，先后开展“巷内无生人”、

“三个居务”等人性化服务。通过十余
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让一个以
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的老旧、脏乱差社
区重新焕发了生机，把一个人心散落、
贫困落后、矛盾丛生的“问题社区”打
造成重庆市远近闻名的“明星社区”。

杨春敏当选中共重庆市第四次、第
五次代表大会代表；2017年，光荣当选
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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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破解种植难题

如何推进烟叶生产中的专业
化分工，把烟农从劳动强度大、技
术要求高的环节解放出来，不断降
低烟农投工投劳，实现烟农增产增
效是太和村思考的问题。

2015 年，该村制定了“烟叶
扶贫”帮扶计划。“针对传统烟叶
生产零星分散、效益不高的特点，
我们首先依托脱贫攻坚政策，积
极调整植烟计划。”村支书陈明晓
告诉记者。这一年，他们在原有
505亩植烟面积基础上，为村里
新增了650亩种植计划，形成了
规模化种植。全村32户烟农中，
有9户是贫困户，陈仁祥便是其
中之一。

虽然还是种烤烟，但种法却与
过去大不相同。

陈仁祥加入了烤烟专业合
作社，可向合作社租借微耕机、
起隆机、植保机等农机。以翻耕
坡地为例，传统烤烟种植全靠老
黄牛犁地，老黄牛一天最多犁1
亩地，微耕机的效率则是它的5
倍。与此同时，合作社还成立了
专业服务队。在育苗、分级等无
法使用农机操作的环节，陈仁祥
则聘请服务队工人上门帮忙。
专业服务队队员由烟站统一培
训后持证上岗，与过去“自种自
收”的传统烟叶生产模式相比，
这些以“团队作业”为特征的专
业服务队把劳动强度较大、技术
要求较高的烟叶生产环节统一
起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
且降低了生产成本。

陈仁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加
入合作社后，他平均每亩烟地减少
了2.5个劳动力，按照每个工人每
天70元的雇工价格计算，除去农
闲时节，他一年能节约5万余元雇
工费用。新的种烟模式使他看到
了希望，这几年，他不断扩大烤烟
种植面积，到2017年底，他已种植
了80亩烤烟，实现“当年种植、当
年脱贫”。

规模种植激发村民脱贫动力

陈仁祥并不是太和村唯一一
个主动申请脱贫的村民。

“依靠烤烟产业，我一年收入
7万余元，已远远超出了贫困线，
特申请退出贫困户。”

“我种了3亩烤烟，闲暇时还
在合作社打工，一年纯收入就有2
万余元，申请退出贫困户。”

……
在太和村村委会，村支书陈明

晓翻出一个牛皮文件袋，里面装着
这几年贫困户陆续提交的《自愿脱
贫申请书》，记者粗略数了数，共有
20多份。

李美蓉也是其中之一。她父
母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女儿正在
读书，为了补贴家用，丈夫只能外
出务工。可外地生活成本高，丈
夫辛苦一年攒下的积蓄只能勉强
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2016
年，听说村里烤烟种植发展如火
如荼，他毅然辞掉沿海的工作，返
乡和妻子一起种植烤烟。这一
年 ，李 美 蓉 夫 妻 俩 一 共 卖 了
12000斤干烟叶，每斤的收购价
为14元，除去人工成本，年纯利
润便有10万块。李美蓉主动递
交了脱贫申请书。

截至2018年底，太和村共发
展烤烟种植1260亩，帮助贫困户
户均年增收7万元左右。随着烤
烟种植的深入推进，太和村的道
路、沟渠、生产便道等基础设施也
不断完善，进一步激发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

今年春节，刚刚递交了《自愿
脱贫申请书》的何诗柏过得格外
开心，因为除了销售烤烟，他养殖
的三头大肥猪也卖了近万元。过
去，从村到场镇只有一条不足1
米宽的土路，连摩托车也通行困
难。“卖头猪还得花钱找人帮忙，
好不容易肩挑背扛把猪儿搬到场
镇，可除去人力成本，根本挣不到
几个钱。”何诗柏回忆道。这几
年，太和村先后拓宽、硬化公路
11公里，并配套修建了产业路，
何诗柏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如
今，农用三轮车可以开到田间院
坝，卖猪不靠人力，收入就增加
了。”何诗柏高兴地说。

据了解，下一步，该村还将利
用当地独特的高山气候及原生态
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更
多村民脱贫致富。

奉节贫困村20余户贫困户
主动申请摘掉“贫困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