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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
宸带领胡家沟村两委成员及工作人员，
带着对生活困难老人的关心关爱之情，
自掏腰包，来到胡家沟村贫困老人家
中，为他们送去米、面、油和现金，解决
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下午2点，火辣辣的太阳依然有些
灼人，由于连日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张
宸书记已是一脸的疲惫。简单的午饭刚
过，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劝他歇会，可
执拗不过，他接着又起身了。“村里的父
老乡亲还在等着我，我年轻，吃点苦没
事。”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胡家沟村的两
委成员来到了困难户的家中。

每到一处，张宸书记都嘘寒问暖，
关切地询问困难群众的家庭生活、收入
来源和子女上学就业等情况，以便于有
条不紊地开展下一步的帮扶工作。他还
自费为每户困难户送去了两袋大米、两
袋面粉、两桶花生油和1000元的现金。

来到88岁村民苏瑞兴家中，张宸书
记走进老人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看到
屋顶漏雨，房梁已断，破陋不堪的现状，
当即安排人马上为老人重新修缮房屋，
决不能让他们住在危房之中。

来到村民刘李氏家中时，张宸书记
紧紧握住86岁老人刘李氏的手，亲切地

和她聊天，嘘寒问暖。看到张书记送来
的米、面、油和握在手心里的1000块钱，
刘李氏和村民们感动地热泪盈眶。

村民刘明元今年83岁，因病卧床不
起，拉尿都需要人照顾，老伴今年79岁，
右腿打钢板已经8年，因无钱治疗，钢板
已经呲出，只能坐着轮椅在屋里挪动，
儿子在劳务市场上打零工，家里一切都
由儿媳一人照顾。看到眼前的一切，张
宸书记眼眶红了，连连叮嘱一家人要坚
强地面对生活。

每到一户，张宸书记都紧紧握住
村民的手说：“组织派我来咱村兼任第
一书记，说实了就是一名普通的村干
部，有责任照顾大家。以后再有什么困
难就来找我，如果走路不方便就让身
边的年轻人给我捎个信，我一定会为
大家排忧解难。”走访过程中，张宸书
记所到之处，很多村民感激地自发站
在路边鼓掌欢迎，一位老人还向张书
记递话，中午已经吃上了张书记送来
的大米。

在走访过程中，张宸书记还多次叮
嘱在场的村干部要竭尽全力帮助生活
困难的群众，鼓励大家树立起生活的信
心，齐心协力，积极找寻致富门路，争取
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8月26日开始，青云街道胡家沟村
的村民自发的陆续为胡家沟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张宸同志敬送锦旗，最多的一次
达300多人。

一面面锦旗包含着胡家沟村广大村
民对张宸书来到胡家沟村工作的充分认
可和高度赞誉。全村广大村民送上了写
有“送爱心送光明，排忧解难办实事”的
锦旗，全村广大妇女送来“公仆胸怀，奉
献民众”的锦旗，村计生办工作人员送来

“贴心为民办实事，携手共建新农村”的
锦旗，还有村民房兰田、刘士忠、安道进
送来的“情满千家彰显大爱，衣暖万户铭
记大德”的锦旗；村里众多八九十岁的老
人也纷纷为张宸书记送来锦旗，村民李
兴芬、王成英、董合菊、房光英、巩兴娥送
来了“为民排忧、情深似海，心系百姓、恩

重如山”的锦旗，村民刘守香、娄汉环、刘
光荣送来了“关爱老人胜过亲人”的锦
旗……

当村民王西玲将写有“人民的父母
官，百姓的包青天”的锦旗递到张宸书记
时，激动地热泪盈眶。据村民王西玲介绍，
她年轻的时候嫁到胡家沟村，后来多年一
直在南方，十几年前跟丈夫回到了胡家沟
村，在落户时户口年龄出现错误，一直在
申请更改，可一直没改成。张宸书记兼任
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后，她找到了
张书记，张宸书记查明情况后，第一时间
给她签了字，办理了户口更改审批手续，
解决了困扰她十几年来的难题。

一面面锦旗是村民的一个个赞誉，
一面面锦旗同样也是张宸书记一项项扎
扎实实为民所办实事的体现。

8月11日，青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
胡家沟村召开该村两委工作会议，公布
街道党工委《关于张宸同志任职的通
知》。采访过程中，记者从村民口中了解
到，村民们时常能在村里看到张宸书记
的身影。大部分村民面对这名“80后”的
村书记，满是新鲜，也感受到了从未有
过的温暖，村民们都说，胡家沟村终于
盼来了一位“明白人”。

走访慰问时，每到一处，村民们都
会围上来好奇地说：“这是咱村新来的
书记！”一边说着还一边自发地鼓起了
掌。村民们称，他们盼天盼地终于盼来
了一名好书记，好带头人。

采访结束时，张宸书记告诉记者：
“胡家沟村多少年来集体经济薄弱，历
史遗留问题众多，村财拮据，干群关系
紧张，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面对着村
民们期盼脱贫治乱的眼神，脸上是火辣
辣的。胡家沟村的路在何方？如何带领
村民走上致富之路，摘掉‘上访村’帽
子，跨入‘文明村’行列？我会用心思考，
更会用心去做。胡家沟村的发展单靠一
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也希望其他
的党员干部和广大村民用心思考，更希
望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给予胡家沟村
更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

回来的路上，第一书记脸红了

穷穷苦苦的的胡胡家家沟沟村村，，路路在在何何方方？？

记民情获赞誉 解民忧迎掌声

自张宸担任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来，始终把群众的所忧所思所盼
记在心坎上，为村民争取低保名额，自掏腰包慰问困难户，联系对接改造变压
器和线路，修路建广场……张宸书记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了胡家沟村老百
姓的口碑，村民们纷纷自发为张宸书记敬送锦旗。

群众所思所盼，笔笔民情牢记

“上午召开两委成员工作会议，汇总
昨天安排布置的工作。下午胡家沟村两
委成员观摩青云社区2015年度高考大学
生新生奖学金发放仪式，并参观学习福
苑小区城中村开发改造经验。会后回胡
家沟村继续走访困难户，摸清困难户家
庭基本情况。由于胡家沟村庄布局分散，
线路布置混乱，长期超负荷运转，已严重
制约了村里的发展和安全保障，协调供
电所无偿赠予16平七芯电缆线400米，更
改村庄内电线380米，办公室电线20米。接
待来访群众 2 1人，解决村民的遗留问
题……”翻开张宸书记的工作日志，每天
密密麻麻记录得都是这些小事，可就是
这一件件小事，正在一点点地改变着胡
家沟村的村情民意。

张宸书记带领着两委成员进村入
户、访贫问苦，不仅把群众的所忧所思所
盼一笔一笔地记在工作日志里，还一点
一滴地默默记在自己内心里。

进村以来，张宸书记先是通过走访
入户，详细了解了村里因病致贫、致残的
困难家庭，通过协调联系民政部门，争取
低保户名额，争取做到应保尽保，38户59
人低保户名额已提交申请。张宸书记还
自己拿出米面油和现金，到村里贫困户
家中走访慰问，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

不仅如此，张宸书记来到胡家沟村

后，通过对群众的了解，发现胡家沟村庄
布局分散，线路布置混乱，村里现有的变
压器已年久老化，长期超负荷运转，导致
村里居民用电经常跳闸断电，已严重制
约了该村的发展和村民日常生活。于是
他第一时间联系供电部门，介绍情况积
极协调，现已争取供电部门无偿支援胡
家沟村变压器两台。

张宸书记看到胡家沟村新村委位于
寨山路以北，村庄东部岭上，因门前道路
未硬化，交通十分不便，“车上不来，人下
不去”，便积极对接滨湖新区建设指挥
部，请求帮忙援助。现在村委门前道路已
铺设完成，文体广场、宣传栏等基础设施
也全部到位。

城中村开发改造是胡家沟村未来发
展的重中之重。张宸书记到村后，从现有
的城中村开发规划入手，分别从村里的
基本情况、城中村开发改造收益、城中村
开发改造投资等方面重新算账，并制定
了两个不同的方案对比算账，让班子成
员心里都有了一份明白账，清楚掌握村
里的实际情况，大家心里有了初步的认
识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干部脚上粘有多少泥土，就能收获
群众多少满意的目光。”张宸书记的真诚
付出和忘我精神，深深感动了胡家沟村
的广大村民。

锦旗越送越多，句句肺腑呈现

““8800后后””书书记记带带来来的的不不仅仅是是新新鲜鲜
“上访村”到“文明村”中间还需迈过多少坎

文/片 实习记者 石环

青云街道办事处胡家沟村是远近出了名的落后村，过去产业薄弱，历史遗留问题
多，村财拮据，长期存在越级上访现象，干群关系紧张。走访慰问困难户回来的路上，
张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胡家沟村村民的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走访完孤贫老人，张宸沉默

赢得了村民心，张宸宽心

据了解，胡家沟村是远近
出了名的落后村，村民生活贫
苦，村庄环境脏乱差，矛盾纠纷
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经常
发生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是
一个村干部想起挠头、街道干
部提起摇头的落后村，该村曾
发生过村主任被村民集体罢免
的丑事，发生过村书记干了半

年就主动辞职的难事。因为干
群之间已经存在严重的不信
任，该村之前曾有四年的时间
村支书这一职位空缺。

曾在村委担任过职务的一
位村民说：“以前村民如果有什
么事，都不和村委说，直接越过
村委去街道或市里、省里反映，
村民对村委不信任。”

张宸书记上任后了解到，
不少两委成员工作上不作为，
勾心斗角，人心向背，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不敢说真话实话，这
也是导致胡家沟村目前一片混
乱的主要原因。村财务混乱，经
了解，自2002年以来，村里一直
由同一人既担任会计又担任出
纳，村财务帐目一直未交接，十

几年更是没有公开公示过，严
重违反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村
内遗留问题众多，乱象丛生。

“胡家沟村是远近出了名
的穷村乱村，党建工作和新农
村发展任务都十分繁重，作为
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来到村
里后，我心里很着急。”来到胡
家沟村以后，张宸书记把脉问
诊，对症下药，把自己全部的精
力都放在了统一两委成员思
想，灌输服务理念；对话广大村
民群众，倡树正气为先；走访慰

问贫困户和孤寡老人，打造孝
德典范。

与此同时，张宸书记担任
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
来，坚持开门办公，积极对接解
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村
民仿若有了主心骨，有了当家
人，连续数日出现井喷式来访，
张宸书记对待每一位来访村民
都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认真记
录，详细解答。绝大多数村民的
问题，有的已经遗留长达十几
年，如今在他这儿得到了终结。

胡胡家家沟沟村村党党支支部部第第一一书书记记脸脸红红了了

““我我是是小小张张，，
以以后后再再有有什什么么困困难难来来找找我我””
胡家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宸

带领两委成员走访慰问困难户

当看到胡家沟村民苏瑞兴
一家住的房子时，记者和随行的
工作人员不免心中“咯噔”了一
下，只见原本覆盖在土坯房屋顶
的毡子散落，泛黄的墙皮也已经
脱落。进屋抬头一看，房梁已断，
只是简单地用一根木棍支撑着，
墙体已经倾斜，总感觉一阵风过
来房顶就上下颤动。

苏瑞兴老人称，这是他们
家唯一的房子，已经住了几十
年，多年前就已经成了危房，但
是苦于家里没有钱，所以一直
找不来人帮忙维修房屋。“平时
还好，可是一到下雨天就发愁，
屋里漏雨不说，就是担心不知
哪会儿被雨淋塌了，把我爷俩
砸在里面。”

记者了解到，今年88岁的
苏瑞兴和57岁的女儿苏明兰相
依为命，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患
病，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平时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看到眼前的一幕，张宸书
记立即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给
苏瑞兴修缮房屋，保障老人住
房安全。老人紧紧抓住张宸书

记的手连连表示感谢，嘴里不
住地说，“好多年了，也向村里
反映过，可一直没有人管，今天
压在心里多年的一桩心事终于
了结了。”

据悉，胡家沟村是新泰城
区北部的城郊村，与之相邻的
福田社区等几个村居多年前便
已是高楼林立，集体经济发展
迅猛，可胡家沟村十几年来却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村内道路
狭窄，坑洼不平，一下雨，路上
泥泞不堪。很多居民的房屋年

久失修，有的甚至成了危房，可
面对滨湖新区占地和将要到来
的城中村开发，村民们又大肆
侵占耕地，不惜血本盖起了一
栋栋违章建筑。多年来，胡家沟
一直持续“锅边转”、“窝里斗”
的状况，渐渐被外界所遗忘。娘
不嫌孩丑，面对市委市政府和
街道党工委的嘱托，作为刚刚
担任这么一个破旧村的“当家
人”，望着不远处热闹繁华的城
区，张宸书记不甘心，在回来的
路上沉默了。

摸透了疑难症，张宸立志

看到了胡家沟村的落后
和村民的贫苦，张宸书记久
久不能平静，他激动地说：

“胡家沟村民的日子咋就过
成了这样？老百姓有的连饭
都吃不上，这完全超出了我
的想象，作为一名党的基层

农村干部，我感觉脸上火辣
辣的，青云社区在上世纪60年
代都没这么穷过呀。为什么
脸红呢？村民腿受伤，钢板扎
得肉生没钱取；八十几岁的
老人儿子没了，儿媳妇改嫁
了，唯一的孙子也出事了，无

人 问 津 ；房 子 漏 雨 没 钱
修 … … 作 为 胡 家 沟 村 的 一
员，我心疼，作为一名党的基
层农村干部，我不理解，这个
村再不救就完了！”

张宸书记称，都说群众利
益无小事，我们天天挂在嘴上，

发了几袋子米面，老百姓发自
内心的磕头，咱当起这个头吗？
组织刚任命时，我说啥也不图，
就图干好了留个好名声，可现
在我连名也不想图了。每个党
员和干部都是组织的一个窗
口、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党员，
作为一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
我有责任有义务，不能让老百
姓沦落到无人管、无人问的地
步。

此外，张宸书记还向社
会公开承诺，在任职期间坚
决履行“三不”原则，决不拿
胡家沟村一针一线，不带走
胡家沟村一草一木，个人绝
不花集体一分钱，一定会掷
地有声地干，扎扎实实给老
百姓服好务，哪怕是办一点
点小事，也要实实在在为老
百姓办实事。胡家沟如果不
变样，绝不撤兵。

300多名村民夹道欢迎张宸书记到村工作。

村民紧握张宸书记的手说不完的感谢。

村民陆续为张宸书记送来锦旗。 村民王西玲鞠躬表示感谢。

村民为张宸书记送来牌匾。

温暖让村中老人热泪盈眶。

与村民亲如一家。

与村中老人倾心交谈。

张宸书记带着两委成员走访慰问困难户。

张宸书记自掏腰包为困难户送去米、面、油和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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