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2016.11.4 星期五
责任编辑：周 军 美术编辑：刘 颖

从1998年起担任分盐镇北娄村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功名是分盐镇历届镇领
导都赞誉的“村干部中的优秀代表”，被群众
称为“老黄牛”，连续三年被评为红旗支部书
记，成为监利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在他的带
领下，近三年来，北娄村年年都被评为先进
党组织。

做永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北娄村地处分盐镇城郊，辖10个村民小

组，404户，2186人，5887.2亩耕地，全村以
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贸及部分加工运输
业。近几年来该村在胡心托的带领下，农业
经济稳步发展，三年翻了一番达到605万元；
道路交通大大改善，实现组组通车，户户门
前道路硬化；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升级，用“以
林养河”的办法对全村20公里沟渠分年度彻
底清疏一次，解决了群众生产用水；公益事
业全面发展，电力改造升级，兴建排灌站，家
家办沼气，户户用自来水，装数字电视，部分
农户开通互联网，村建高标准会议室，开设
体育健身中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该村初具
雏形。

北娄村居民周某、刘某夫妇均属非农业
户口，有一女孩，2004年计外超生一男孩。
起初，周、刘夫妇拒不配合调查，外出打工极
力回避。胡心托采取主动出击的办法，多次
上门做其哥哥的工作，并通过熟人关系，做
通了周某夫妇的思想工作，使其主动回家接
受处理。

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2010年7月中旬，分盐遭遇洪涝灾害，

地处分盐下游的北娄村上千亩稻田一片汪
洋。7月14日晚上，北娄村6组组长聂某在
守护跃进河旁边沟渠泵站抽水时发生意外，
因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时年45岁。聂某
有3兄妹，他是老大，并生育2个小孩，父亲
早年病逝，母亲年逾六旬，妻子在外打工，家
境十分贫寒。聂某去逝后，其亲属认为是因
公牺牲，要求村里给予适当赔偿。胡心托知
晓后，当即和镇维稳专班买来慰问品、花圈
及时赶到聂某家中吊唁，并找到其弟弟商谈
后事。商谈过程中，胡心托主动向镇领导汇
报争取支持，并动员全镇村级组织和干部向
聂某捐款，仅2天时就收到5万元善款，既慰

藉了死者和亲属，又为北娄村解决了问题，
受到了镇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镇党委书
记逢人就说：“胡书记不愧是处理棘手问题
的高手。”

常浇“三盆水”做群众贴心人
胡心托常说：“干部要常浇三盆水，一盆

洗头水，经常洗头，保持清醒的头脑；一盆洗
手水，保证两袖清风，手面干净；一盆洗脚
水，保持朴实的作风。”他加强自身政治理论
学习，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有很强的自警、自
律、自洁意识。他处事做表率，凡要求其他
村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其他村
干部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2012年3月27日，胡心托舅兄因为违
章，被分盐派出所处罚，得知其是胡书记嫡亲
舅兄时打算从轻处理。但胡心托始终没有出
面打招呼，最终其舅兄按规定交纳了违章处
理罚款。事后，分盐派出所干警感叹道：“胡
心托不愧是优秀支部书记！”

2012年5月中旬，胡心托父亲在县人民
医院住院，他告假到医院照护。分盐镇有些
村干部得知消息后带着礼品赶到医院，有的

村干部揣着红包塞到老人床头。胡心托暗
自用笔记在本子上，并谢绝各位朋友看望。
父亲出院后，胡心托将所有红包、礼品一一
上门退还，并表达谢意。胡心托说：“做支部
书记不是一种装饰，而是一种警示，是一个
庄严的承诺”。

他从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工作任劳
任怨。胡心托患高血压多年，长期吃药打
针，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下班时间，他坚守
岗位，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平常工作
中，胡心托不沾染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不抽
烟、不喝酒、不打牌。对领导布置的工作任
务，不折不扣地出色完成。

胡心托就是这样尽职尽责，把全部身心
都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他热爱的父老乡亲
身上，做好党的支部书记，当群众的贴心人，
在工作实践中默默地奉献着忠诚和汗水。

现年54岁的胡心托在村干部岗位上一干
就是18年，用他不知疲倦的敬业精神，为北娄
村百姓撑起一片光明晴朗的天空，用他对党的
事业的无限忠诚，为北娄村整体形象增添了一
抹绚丽的色彩，用他淡薄名利的人格魅力，为
时代主旋律谱写了一曲灿烂的乐章。

2003年，是段为弟人生的一个转折。30
岁的他从企业行政岗位到红城乡夏王村担任
村主任，主持全面工作，次年任村支书。在村
支书的岗位上，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为
村民做一些立竿见影的好事、实事。

上任之初，夏王村就面临着一件棘手的
事情：村里的大电已瘫痪数月，用惯了电的
农户长时间没了电，当然意见很大。刚主持
夏王村全面工作就碰到这事，让段为弟着实
有些不知所措。事情总要尽快解决，要不老
影响村民生产生活也不是办法。在村里没
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段为弟自掏腰包，先
垫付5万余元进行大电整改并顺利收编。通
电了，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村民乐了，段为
弟也舒了口气。

这件事情对段为弟启发很大，要切实做
到知民情、解民忧，解决村民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办好村民受益的实事，不仅要解决
直接问题、现实问题，更要解决好根本和长
远问题。随后，他带领村干部从解决社保、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着手，全面实

施一系列民生工程：硬化村道路4公里，生产
生活路修复约7000米，疏挖沟渠6.5公里，
实施电改增容、自来水通村入户，全村1600
余人喝上了安全、清洁的自来水，农村合作
医疗参保率达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
保1000人次、有线电视入户率升至98%以
上。他还积极争取各项扶贫措施，下大力帮
扶夏王村困难、特困户26户。

撤点并校后，夏王村出现了农村小孩上
学难，尤其学龄前儿童教育成了难题。段为
弟如实向主管部门和领导反映夏王村小孩
上学难问题，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大
力支持，大多在本县城学校顺利办理了入学
手续，保障了夏王村每个适龄儿童都享受到
教育的基本权利。

结合该县“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大
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通过多方想方
设法募集资金，先后投入60余万元，硬化村
组道路，新建文化活动广场和农家书屋，购
置户外健身器材等；聘用两名保洁员清运生
活垃圾，户户进行了改厨、改厕、改圈，牲畜

乱跑、粪土乱堆、柴草乱垛、垃圾乱倒、污水
乱流的“五乱”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夏王村村
容村貌得到不断改善，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截至2016年，夏王村共有“十星级文明
户”15户。

随着城市发展和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
一些项目相继落户夏王村，让段为弟目睹了
一个农业村向城区村的过渡，见证了夏王村
农民向市民角色的演变。

项目落户，必然涉及到拆迁征地，涉及
农民补偿安置和有限资金分配的矛盾。面
对矛盾和问题，段为弟坚守底线不动摇，一
切公开透明，一碗水端平，妥善解决好村民
利益和全乡发展大局的矛盾，做好项目落户
中的帮办人，帮助入驻企业破解重重瓶颈，
保证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他始终坚持
把基层组织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常抓
不懈，不断增强夏王村党支部的战斗力、创
造力和凝聚力。

围绕建设学习型党支部这个中心，多次

召开党员大会，段为弟带领党员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开展“两学一做”活
动，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设备开展“夜读原著”
活动，坚持每月组织集中学习不少于1次，每
次不少于1小时。通过学习，夏王村所有党
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有了明显
提高，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纪律观念明显
增强。自段为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先
后培训党员35人次、培养积极分子23人次。

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先后建立和完善了
夏王村党支部工作制度、党务村务公开制
度、村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党员大会议事制
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和夏王
村村规民约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
党务、村务，用制度规范言行，增强了干部群
众的民主意识和依制度办事的自觉性。

段为弟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
成效的基本标准，爱岗敬业，扎实为民，多次
被评为县、乡招商引资“先进个人”和项目推
进“先进工作者”，2015年2月被县人民政
府评为“劳动模范”。

一生为民
谋福祉
——记公安县毛家港

镇青羊岗土家族村党支部
书记伍成发

□ 记者 郭仕新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公安县毛家港镇青羊
岗土家族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伍成发任支部书记25年
来，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主
动从群众最盼、最愿、最急、最难的事情做起，尽心尽力
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

青羊岗土家族村位于公安县玉湖垸的西边缘，共
576户、2037人，其中土家族270户，1065人，占全村人
口的52%。这些土家人多从恩施、五峰、长阳等地迁徙
至此，繁衍生息。

青羊岗土家族村曾是一个贫困村。1991年11月，
伍成发就任青羊岗土家族村党支部书记时，村集体资金
周转十分困难，财务亏损达58万元，到处是低矮的平
房，道路崎岖不平，村里矛盾纠纷也多。没有工作经费，
他自掏腰包垫付，保证村工作运转，可这样也不是长久
之计啊。上任伊始，他就与村“两委”制定严格的财务管
理制度，成立村民理财小组，实行年初预算、年底不突
破，每月召集理财小组成员进行一次财务清理，并张榜
公布，做到了财务公开、透明。这么多年来，村里的开支
他从不经手，也从未报过任何条据，只负责审查签批。

伍成发不仅是村支书，还兼任1组、11组、12组三
个组的组长。这三个组历来矛盾突出、人心涣散，工作
难做。伍成发接手后走家串户，交心谈心、征求意见，对
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就解决了1组居民点整体搬迁、农田水系不通问
题，解决了11组居民点规划难落实和12组生产服务费
严重问题。现在人心顺了，生产服务费由原来的上门磨
破嘴皮都不交变成了现在主动上门交。

上世纪九十年代，青羊岗村七组村民马振万家庭生
活困难，长期在外，每年生产服务费分文不交，群众意见
也大。伍成发通过各渠道找回马振万，并将7组抛荒的
20多亩土地承包给他，帮助他组织资金购买农药肥料
种子，还专门请农业技术员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近3年
帮扶，马振万规模开展“油-棉”种植，不仅还清了历年
欠款，还有了一些积蓄。后来伍成发又动员他发挥自身
优势外出发展，现在马振万变成了广东有一定实力的企
业家。

13组村民王明新曾是全村有名的穷光蛋，人却很
能吃苦，有弟兄两人，哥哥还是残疾。伍成发主动找到
王明新，跟他商量致富办法。针对其住在湖边的特点，
伍成发主动在银行给王明新担保贷款，帮扶他购买鸭
种，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发展养鸭。几年下来，王明新
娶妻生子，还盖起了两层小楼房，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一组有32户地处偏僻，耕地起伏不平，到2011年，
进出的主路依然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泥巴
路，群众生产生活极为不便。伍成发数十次跑政府、跑
科局寻求支持，终于争取到了国家投资107万元的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不仅改变了32户农户的生产生活现状，
还为集体腾出耕地近30亩。

近10年来，伍成发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抓住国
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契机，用足用活政策，齐心协
力，共争取各项资金近1000万元，新修了近10公里的
村内水泥主干道；完成全村电力增容及其相关设施改
造，完成全村水利设施改造升级，新建维修涵闸12处，
疏通沟渠5公里，硬化沟渠2公里；修建卫生垃圾池20
个，摆放垃圾桶15个，安装路灯100盏；建起三层6间的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办公楼，配套了广场建设等，不断改
善村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经过多年努力，青羊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村集体
经济有了积累，村内公路全面硬化，农户住房焕然一
新。全村420户住进了新楼房，占总户数的80%，30多
户购置了小轿车，510户购置了摩托车和微电脑，村民
户均储蓄达到5万元。村五个居民小区和一条1000米
的农民新街已基本形成，投资15万元新建了村卫生室，
全村参加新农合人员2018人、新农保参保人员980人，
并对60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免费体检一次；
投资130万元新建水厂，所有农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生活条件好了，村民对文化生活有了新的追求。于
是，他安排专门班子组织、排练节目。2014年中秋节晚
上在村中心广场举办群众性中秋晚会，3000余名观众
欢欣鼓舞，其乐融融。

洁净的水泥路，整齐的小洋楼，青羊岗人正逐步过
上城市人的生活。

1997年，李功名从三尺讲台毅然走上村
干部岗位，担任洪湖市府场镇太平桥村党支部
副书记。刚接手时，村里一穷二白，是个有名
的负债村，群众的评价是“吃完村提留，喝干承
包款，油厂被榨干，东西全卖完，工作无进展”。

2002年担任太平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功
名克服发展生产无财力、集体经济无实力、
干部说话无威力困境，从点滴小事做起，当
好群众的服务员、协调员、消防员，使得该村
环境大为改观。

当好“服务员”
多年来，李功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想

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盼。在平常的工作
中一改过去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把工作落
脚点放到群众需求上。

长期以来，太平桥村水稻种植面积大，但
一直存在种植技术欠缺问题。了解到村民的
需求，李功名积极联系农业技术人员走进田
间地头，手把手地传授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
治知识。尤其是在制种方面，从移栽、调花
期到收割，他都精心安排农技人员为村民做

好指导与服务，真正成为村民的知心朋友。
农业产品的销售直接关系到收益。太

平桥村刚开始发展水稻制种时，很多农户担
心种子的价格与销路。为此，李功名主动和
镇里分管农业的领导到省农科院签订销售
合同，回家后又一一与各农户签订回收合
同，彻底打消了农民的顾虑。同时，他四处
奔走，与洪湖浪米业公司签订了“丰两优”中
稻回收合同，大大提高了农民收益。

李功名用心服务感染了群众，赢得了民
心。现在，村民们一改往日对村干部的看法
和态度，只要是村里的事、有利于全村发展
的事，村民都积极支持和拥护。

当好“协调员”
任职初期，太平桥村路不通、水难吃，村

级事务百废待兴。李功名明白，要改变这一
局面必须要有一支一心为村民服务、办实事
的村干部队伍。

李功名多次摸索，沿袭“五民”（即民事
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
民评）工作方式，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村级事

务，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在村级各
大项目建设中，努力做好一名“协调员”，带
领全村谋发展、焕新颜。

村里交通不便，有几个组是泥巴路，雨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严重影响了村民的
生产和生活。李功名决定为村民修通生产
路，他模范带头，四处奔走筹资金。面对部
分村民不愿出资的情况，他走村入户，动员
村委会干部一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终于得到了村民的支持，筹齐了资金。
近年来，李功名为全村修通了8公里的乡村
公路，极大改善了全村的交通状况。

除了修路，李功名还十分注重基础设施
建设，新建了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群众健身
广场，同时安装路灯130盏、新添垃圾箱20
个，目前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当好“消防员”
维护农村稳定、保持社会和谐已成为当

前新农村建设的主题。李功名注重安全维稳
工作，哪里有矛盾、纠纷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耐心调解，有效维护本村的稳定、和谐，因此，

他也被村民称为“消防员”。
长期以来，太平桥村债务矛盾突出。该

村村民与村里油厂老板发生矛盾，一场官司
下来村里败诉，需支付承包人陈某23.8万元
的费用。为此，村民年年扯皮，致使村里各
项工作难以开展。然而法院判决已下，这
笔钱必须支付，但又要考虑村里的实情，不
能增加村民负担。李功名通过多次召开会
议，在征得群众同意的情况下与陈某草拟
了一个还款协议，分四年还清欠款，尽量减
轻还款压力，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该村通
过债务对接化解村级债务，几年来还清民
贷5.8万元，抵还债务3.6万元，还银行贷款
0.8万元，使村里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前
些年，太平桥村里不太平，如今，在李功名
的带领下，太平桥村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平
安村。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由于工作业绩突
出，2006年，李功名当选为洪湖市第六届人
大代表，2010年再次当选为洪湖市第七届人
大代表，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被洪湖市
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百姓喜爱的好支书
“三员”守护平安乡村

——记洪湖市府场镇太平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功名
□ 记者 裴乔丽

一心为民的“老黄牛”
——记监利县分盐镇北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心托

□ 记者 周军

“村官”的人生追求
——记监利县红城乡夏王村党支部书记段为弟

□ 记者 郭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