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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继华

11月1日，梁山县小路口镇邓庄村，修
建一新的村委会办公楼前，两把晒掉了漆的
连椅显得格格不入。兖矿集团派驻邓庄村第
一书记丁宜军边引记者进门，边讲起了椅子
的故事。

“我向组织检讨，驻村以来我吃了不少
老百姓的东西。”今年4月，丁宜军向前来
考核的省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说，每天早上打
开住处村委会的大门，他总能看到门前的长
椅上被悄悄地放上了菜、面、油、蛋、肉，
想送回去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心愿和遗愿

村委会被翻修一新后，敞亮的厦檐就成
了村民们聚集聊天的好去处，没有坐的地
方，从村办公室退下来的两把连椅便派上了
用场。椅子上的人越来越多，自然而然成了
全村消息的“总机”，丁宜军也常凑上去听
大伙讲讲心里话。

“坐下来，心与心的距离近了，老百姓
更愿意对你讲实话。”丁宜军了解到，贫困
户赵善月今年60岁，下肢残疾，生活基本不
能自理，就靠着每月1 7 0元的低保艰难度
日。在丁宜军的反复走访下，老人说出了自
己的三个愿望：多一床被子，盖一下房子，
有一个轮椅。

回来后，他在微信发出“一个贫困户的
梦想”的爱心倡议。没多久，兖矿集团部分
基层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到村里开展“心连
心、手牵手”献爱心活动，为村里捐献了30

床新棉被。通过危房改造和爱心组织捐赠，
赵善月的另外两个梦想也得以实现。

“小丁书记对俺可真好！如今，俺不光
有了三床新被子、两间新房、一个轮椅，还
有村里发的200元分红、一只母绵羊、一个
炉子、好几百颗煤球……”赵善月坐在崭新
的轮椅里，数起第一书记的好。

“请记住我们的出身，不要辜负了老百
姓托付的事。竭力办好，才能扎根。”丁宜
军说，他自己也是个农村娃，驻村当第一书
记是从农村到农村的回归。

52岁的村民赵庆禹因病去世，撇下3个
还在上学的女儿和严重智障的妻子。丁宜军
看着心痛，本来被选上参加市里的第一书记
座谈会的他，默默收起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稿，转而想办法去帮扶这个家庭。几经努
力，丁宜军帮助3个孩子申请了孤儿待遇，
凭着每人每月720元的救助款，曾一度辍学
的她们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走街串巷不介意身上落满了灰，只想
着能快点住进百姓的心里。”丁宜军曾在驻
村日记中这样写。为了掌握工作的主动性，
今年大年初四，很多人还都沉浸在和家人团
圆的幸福氛围中，丁宜军驱车300多里来到
他帮扶的邓庄村。整整两天，489户1600多人
他挨家挨户地拜年，拉近了和村民之间的距

离。
暴雪降临，他天不亮就去为独居老人扫

雪；大雨倾盆，他带头清理臭气熏天的下水
道淤泥；为了村里工程，他顾不上刚出生的
孩子；修路、建广场、办图书馆、组舞蹈
队、盖猪舍、建大棚、覆光伏板、发扶贫
羊……丁书记对村里的好，老少爷们件件都
记在了心坎里。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丁书记生了！丁书记生了！”4月9日
天不亮，村民赵庆生一边喊一边“嘭嘭”地
敲打村委会的大门。“我生了？”还在睡梦
中的丁宜军边纳闷边急忙地打开门，只见赵
庆生乐呵呵地说：“丁书记，村里发给俺的
绵羊昨晚抱窝啦！”

一个月前，丁宜军用上级给的扶贫资金
购买了48只成年母绵羊，发给32户贫困户，
帮助他们增收脱贫。可没多久就有消息传到
丁宜军的耳朵里——— 有的贫困户背着村里将
扶贫羊吃了。“总不能天天蹲在贫困户家里
看着吧？”村党支部书记赵宪荣皱起了眉
头。

“不准杀，不准卖，不准吃。”隔了几
天，大喇叭里传来了丁宜军的声音，他和贫
困户约法三章，设立养羊产仔奖励资金，对
出生后成活的每只小羊给予70元奖励，将
“授之以鱼”和“授之以渔”结合起来。

“现在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定期查
看扶贫羊的孕情。”村计生专职主任张瑞红
说，8个月来，村里光奖励农户新生小羊的
扶贫资金就达到了2800元。

兖矿集团扶持资金305万元、省级贫困
村专项扶贫资金60万元、从相关部门争取的
资金……如何用好各项扶持资金是第一书记
们面临的一大难题。丁宜军和村两委商量，
决定用一部分钱建蔬菜大棚，由村民承包，
带动全村增收致富。

消息很快在门前的连椅上一传十十传百
地扩散了出去。

“凭什么建在你地里？你算老几？！”
开会那天，村委会一下子聚来了20多位村
民，村民误以为大棚建在谁家的地里就是谁
的了，争着抢着承包大棚，眼看就要打起架
来。

“谁想承包，先交2年的承包金！”丁
宜军忽然站起来喊了一声。一句话落地，吵
杂声渐渐消失，听说要先交钱好几位村民不
声不响地离开，退出了申请承包大棚的行
列。见不到实效，村民很难先掏腰包，等真
正交承包费的那天，又有一半的人退出了竞
争。预交租金再定大棚落地，利用这种竞标
方式，大棚最后承包给了6位真正有意向干
事创业的村民。如今，11个蔬菜大棚已经建
成并使用，两年光村集体的收入可达6 . 38万
元。

“扶贫资金不是用来做试验的基金，必
须一次成功。”为将风险降到最低，丁宜军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创立了大棚
和猪舍出租收租金、水暖件企业入股获分
红、为贫困户发绵羊促增收、分布式光伏发
电得补贴以及村集体盈利投资再创效“五位
一体”的扶贫模式。去年一年的时间，原来
为“零”的村集体收入突破20万元，贫困户
人均收入增长1200多元。

放映员老高的尴尬

11月1日夜幕降临，县里的公益电影放
映员高启杰在村委会前支起影布放起了电
影。影片的名字叫《家长理不短》，教育儿
女要孝顺父母。可连椅上坐着的观众几乎全
是要被孝顺的老人和少不更事的孩童，真正
的“教育对象”、年轻人却寥寥无几。谈起
这些，老高有些尴尬。

“老龄化”“空心化”“九九三八六一
部队”……丁宜军的村子也面临着广大农村
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66岁的赵宪荣身兼村
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两项职务，一干就是30

年，他常常扒拉着村民名单叹息：想选个年
轻接班人都没什么选头。

“只有年轻人才能让农村恢复生机。”
怀着对农村前程的隐忧，丁宜军自打来到村
里就有意识地培养年轻力量。

“今年5月份才开始筹建新厂，目前每
天的产值已经超过5万元。”“80后”赵相
景头脑灵活，又踏实肯干，凭借创建的海星
水暖管件厂，已经成了村里有名的大老板。
丁宜军有意扶持赵相景，不仅帮助他为新厂
跑手续，还用村集体的盈利在赵相景的厂子
入股投资15万元，将2万元的年分红再分给
贫困户，实现扶持企业和扶贫有机结合。在
丁宜军的引导下，赵相景已经成为村里的团
支部委员，厂子里吸纳的贫困户工人也越来
越多。

“村子的未来在于孩子的教育。”几个
孩子在土堆里玩土的场景让丁宜军萌生了实
施“少年成长阳光计划”的念头。他在村委
会开办寒暑假学习班，建成藏书2000多册的
儿童书屋，通过课后辅导、作业完成、阅读
朗诵、团队合作、游戏互动等，开辟少儿成
长的第二课堂。丁宜军还学着城里学校给孩
子布置“给父母写一份信”“给爷爷奶奶洗
一次脚”“在家做一次家务”等特殊作业。

“丁叔叔，你等我上了高中再走行
吗？”村里的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丁宜军
的，听说这位大哥哥帮扶期满就要离开村
子，10岁的“淘气王”赵慕程常常哭着鼻子
挽留。看着他们，丁宜军感受更深的是个人
力量的微不足道。这段时间他就有意培养张
瑞红和团支部委员接替他辅导孩子的工作。

和孩子们不一样，大人们则不好意思将
感激和挽留溢于言表，就把心意通过村前的
那两把连椅表达出来。

有一天，丁宜军特意早起，看看到底都
是谁在给他放东西。果然，不一会儿，一阵
电动车“嗡嗡”的声音在大门前停了下来。
90岁的赵庆昌老人见到小丁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打开怀里的保温桶，隔着腾腾的热气
说：“你大娘刚下的水饺，让我趁热给你送
点来。”丁宜军搀扶着老人，内心涌上一股
暖流。

从坐满反映问题的村民，到放满村民送来的饭菜———

村委连椅成干群“连心桥”

当锃亮的皮鞋踩上泥巴路，当普

通话对上“坷垃味”，当贫困村遇到

城里来的第一书记……互补还是对

立？恰到好处还是矛盾重重？在局外

人看来，第一书记驻进贫困村，无论

如何都应该有很多故事要上演。不管

是哈哈大笑的、潸然泪下的，或是耐

人寻味的，故事的最后总是绕不开那

份为民情怀。本报自本期推出《我陪

第一书记驻村》栏目，记者深入农

村，和第一书记们同吃同住同工作，

真实反映第一书记的帮扶事迹。

编者按 “起初，连椅上放的可不是吃的东西。”丁宜军说，去年2月来到村里后，他常和聚集在连椅上歇脚的村

民交谈，了解民情并解决实际问题。从用大喇叭帮家长叫孩子吃饭，到调解村民积怨，再到精准扶贫，建设

美丽乡村……这位年仅35岁的第一书记为人热情，又有方法思路，件件实事干到了百姓的心坎里。时间长

了，你来我往，两把连椅成了他和村民之间的“连心椅”。

□记 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包庆淼 报道

本报泗水讯 “村里整村搬迁，土地都
流转出去了，一亩地一年660块钱，没有地
种了，在家闲着也没事，这里干活不累，还
有很多乡亲做伴。”76岁的王富春是泗水县
泗张镇罗家庄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3年前
丈夫因脑出血导致偏瘫，村里给办理了低
保，王富春在扶贫车间里加工纸花，一月能
收入3 0 0多块钱，“这些钱够我们吃饭的
了。”

扶贫车间位于村头的一处楼房里，是县

里的“就业创业扶贫点”。泗水县扶贫办主
任马云河说，“这只是我们县里的其中一个
扶贫车间，其他镇村还有100多个，全县有
1000多名贫困户在扶贫车间里打工，主要是
做一些毛绒玩具、手工艺品，没有严格的上
下班时间规定，家庭妇女不耽误接送孩子、
照顾家庭，对年龄也没有限制，不少老人也
来这里干活。”

罗家庄村作为泗张镇第一个实施创业就
业扶贫点的试点村，已吸纳就业人口20余
人，主要是年老体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老
龄贫困人群，这部分人群虽已享受了国家相

关政策救助，但因无法进行体力劳动，没有
收入来源，很难脱贫。

泗张镇政府与威海万仕德工艺品有限公
司长期合作，采取扶贫车间进村、家门口就
业的脱贫模式，依托来料加工、手工制作等
“庭院经济”，发展创业就业扶贫加工点项
目，创业就业扶贫点采取由村集体出加工场
地，镇政府统一配备桌椅、音箱、饮水器等
必要设备，企业派专业技术人员定向培训的
运作模式，主要对一些毛绒玩具、仿真花等
一些工艺品进行初加工。这种工厂进村、生
产进家的扶贫脱贫模式，具有技术含量不

高、就业门槛低、零风险就业的优势，可以
让贫困户摆脱时间和地点的束缚，贫困户既
可在家中加工，也可在创业就业扶贫点加
工。

马云河认为，产业是精准扶贫的“铁抓
手”，一个地方的快速发展，一定伴随着产
业的崛起。因此，泗水县坚持“输血”与“造血”
并重，把扶贫到户与培育增收产业结合起来，
围绕“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居
民有活干、有钱赚”的目标，突出农村新社
区、贫困村、城镇就业弱势群体等重点，不
断做大产业总量，扩大就业覆盖面。

技术含量不高 就业门槛低 零风险就业

泗水：扶贫车间吸纳千余名贫困户就业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住建局了解到，截至

10月底，济宁市计划改造的116个棚户区项目全部开工。其
中，利用存量商品房等货币化安置方式安置棚改居民27903
户，货币化安置率达51 . 1%，有效减少了原地新建安置房。

据济宁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年初计划改造
118个棚改项目，由于部分区域土地征收、民意度不高等
问题，因此减少至116个。

据了解，今年项目实行房屋征收属地负责制度，以镇
街为组织实施主体，建立区、镇街、社区(村)三级联动机
制。“为便于房屋征收的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
底’，对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进行了统一
规定。”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明年济宁市将通过出台增
加建筑面积、免收附加费用、享受水电气暖等多方面的优
惠政策，吸引和鼓励棚改居民选择利用存量商品住房安置
方式。鼓励采取货币化安置，通过激励政策，将货币化安
置比例提升到50%以上。

116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全部开工

□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今年以来，济宁市以创建国家卫生城、

文明城、环保模范城为契机，将裸露地治理作为工作核
心，截至目前，完成裸露地治理128块215 . 77万平方米，完
成率100%，提升了城市绿化水平。

此外，市园林局开展城区公园绿地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集中清理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化带卫生死角和枯枝落叶
杂草，杜绝随意倾倒、焚烧垃圾、落叶等污染大气行为。
加强公园、绿地苗木冲洗和绿化工地裸露地扬尘治理，坚
持每天对行道树和绿篱进行冲洗。采取围挡遮挡、地面洒
水降尘、土方密封运输等措施，切实减少工地扬尘污染。

215万余平方米裸露地

实现绿化

□记者 王德琬 孟一 报道
本报曲阜讯 11月18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实践基地挂牌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与曲阜市文物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约仪式在曲阜举
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孔府藏书出版、孔府档案揭示、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系
统化合作，并将其纳入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中。

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列
为“十三五”时期国家文化重大工程，双方将围绕孔府文
化的保存保护与开发研究开展深入合作，加强儒家传统文
化的挖掘阐发和系统研究，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孔府文献纳入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11月1日，丁宜军带记者来到村里的蔬菜大棚，看到茄子丰收，扶贫资金有了回报，他如释重负。

现在且看看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土聚积
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
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
漏，万事万物被它载负着。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

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插图创作：燕一群 栏目主持：中国移动济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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