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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军旅生涯

执行力雷厉风行

出生于普通工薪家庭的刘
新宇，自幼活泼爱动，兴趣广
泛。在高中时虽不是体育生，但
他曾拿到过校级运动会110米
跨栏冠军。1997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经济学专业，这让他从小的军
旅梦如愿以偿。

进入军校后，他如鱼得水，
性格开朗、热爱运动的他很快
与学员、教官们打成一片，于
是，他顺其自然地当了班长，开
始模拟带兵。

都说当兵苦，这一点刘新
宇也并没否认。在上军校后的
新兵训练，让他刻骨铭心。“40℃
高温下，站军姿，同学们晕倒时
的动作都是直挺挺地倒下的”，

“训练场上匍匐训练后，胳膊，
大腿都磨破了一块一块”“一天
射击训练下来，胳膊都没有知
觉了”……他笑着回忆，当时没
想到上军校跟想象的差距很
大。特别是，大一暑假他被安排
到一个甲种快反部队实习，与
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喝窖
水，睡土坑，还得每天背行李包
徒步走70公里……又苦又累，
就开始想家了，当然也没出息
掉过眼泪。”他回忆道，因为部
队驻扎在大山沟里，当地水资
源匮乏，野营驻训时饮用水都
是挖出来的“窖水”。“有时水窖
上面漂着树叶，甚至会有死老
鼠或者虫子，把水烧开后，就是
我们全连战士第二天的生活用
水……”

在城市长大的他，从小衣
食无忧，哪儿吃过那份苦头。在
那些睡不着的夜里，他想起自
己的从军梦，想起临行前长辈
们的嘱托，他学会了开导自己，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就是
磨练自己锻炼自己的时刻！“好
在我适应力还挺强的。”

再后来，他担任了学员队军
人委员会主任，与其他普通高校
里的学生会主席一职类似。“部
队部队，不对也对。”他半开玩笑
地说，这是曾经一位教导员告诉
他的，如果这些都做不到，更何
况到战场上去和敌人直面应战。
经历四年的磨砺，他顺利通过了
毕业，分配到济南军区担任了教
员。后来，又去部队当连队指导
员，到机关当干事。

转业后注重学习

半年玩转专业业务

2004年，26岁的刘新宇参加
全省转业干部考试，被山东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录用。当时，
有一种说法，部队复员的军人
一般就只能干些工会、后勤之
类的非专业岗位，这让刘新宇
很不服气，他心想：既然部队的
训练难不倒我，新的工作岗位
也要干出个样来。

部队的工作跟省发改委的
业务工作天壤之别，刚开始看
到专业性太强的文件时，他开
始心急起来。“专业性太强，有
些东西真的就是看不懂！”于
是，他带着这股势必要做好的
劲儿，开始向专业知识发力。留
心处处皆学问，白天正常上班，
晚上便开始自学。他当时为自
己定下任务：每天至少整理一
页与业务知识相关的阅读笔
记，每周至少写1000字的文字材
料。日复一日，他每天都坚持着
这个计划。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上手快”的
他熟练掌握了所从事领域的具
体业务。如在工业处工作时，他
分管行业一共有10多个大类，千
余种工业产品，我省的钢铁、化
工、纺织、轻工、汽车、装备制造
等各个行业的产量、技术水平显
著处于全国同行业内的什么位

次以及具体产品的生产工艺、技
术流程等等，他努力做到了然于
胸。他遵循一位老领导对他的要
求，“你当分管科长时必须要比
处长、比分管主任要精通你管的
行业。这样才能积极为领导出主
意，当参谋助手。”

他说自己是部队培养出来
的，所以服从命令，令行禁止、
雷厉风行也是他的工作优势。
他特别感谢，在发改委工作时，
领导们和同事们对他的关心和
帮助。没有他们，自己根本不可
能做出工作成绩。他又是半路
出家干业务工作，感觉跟同事
们的差距比较大，必须付出比
别人多的努力，才能干好工作。

他在委领导的悉心指导
下，在同事们的共同帮助下，敢
打硬仗，突破了工作中一个又
一个难题。为应对金融危机，积
极争取中央对我省的资金支
持，他经常跟同事们连续加班
准备材料，每年多次组织带领
山东的优秀项目去国家发改委
答辩，省发改委争取的国家工
业专项资金数额连续多年在全
国东部省份名列前茅。

深入基层群众

三个月学会地道方言

2014年，为贯彻省委、省政
府“西部隆起带”工作部署，刘
新宇被选派到菏泽市定陶县挂
职。被调任到离家数百里之外

的贫困小县城，他非但没有抱
怨，反而异常自豪。“作为省委
实施的重大区域战略，省领导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为自己
能有机会参与此项工作感觉非
常荣幸。”他说，这也是他多年
来的心愿，能如此近距离地接
触到老百姓，终于能给老百姓
干些实事儿了。

到基层之初，刘新宇选择
先做个“小学生”。他解释说，因
为从上级部门调任，对地方的
具体情况都不了解，所以他积
极向当地县级领导、向群众学
习。深入老百姓家里，与老百姓
聊家常，考察实务，在充分了解
当时老百姓的实况之后，他才
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没有官架子、适应能力
快、能迅速融入工作”是当地领
导对刘新宇的最鲜明的印象。
为快速融入新环境，他用不足
三个月的时间练就了一口菏泽
方言。“一用方言讲话，老百姓
和我没有了距离感，更能拉近
我们之间的感情。”他开玩笑地
说，他的菏泽话可以达到以假
乱真的水平，因为有很多老百
姓都问他是不是本地人。

在担任县常委副县长同
时，他还分工帮扶一个拥有2000
多人口的村。每周，他都抽时间
去村里，跟乡镇和村干部们一
起研究城乡环卫一体化，乡村
文明建设，精准扶贫、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等工作。在一次
走访过程中，他来到一个贫困
户的老大爷家，黑乎乎的小屋
内只有一张旧木门板当床，全
家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具，屋顶
悬着的一个灯泡是家里唯一的
电器，他看完后心里特别难受，
苦思冥想如何才能为当地老百
姓脱贫致富。

创新发展模式

为百姓致富寻出路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强化
规划引领、科学发展。”刘新宇
在贯彻省委、市委、县委经济发

展部署的同时，积极开拓思路
为当地经济发展寻出路。主持
编制全县经济“十三五”发展规
划、服务业发展规划；筹建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菏
泽机场、高铁定陶项目以及电
力项目华电4×1000WM电厂投
资75亿元人民币等重大项目的
规划选址以及申报工作，他都
积极向上争取、做好协调工作。

“互联网+”时代，农村也紧
跟时代形势，刘新宇所在县积极
推动淘宝村的建设。“黄店镇的
玫瑰鲜花，竟然只卖2元一斤，让
人看着都心疼。”鲜花不易保存，
保鲜运输成本比较高，于是，他
积极引导当地花农将玫瑰花进
行二次加工，做成玫瑰花茶、玫
瑰花酱等产品，然后通过电商渠
道进行销售。不仅节约了运输成
本，更是增加了产品价值。他自
豪地向记者说，“其实，我们地方
有很多农产品，南王店的西瓜、
陈集的山药现在都已经通过电
商卖到了全国各地。”

为解决当地百姓看病难问
题，他巧借外力，按照县委县政
府的决策，积极推动县医院与千
佛山医院合作，千佛山医院的著
名专家定期赴县里就诊。为老百
姓送来家门口的专家福利的同
时，也提升了县医院的医疗实
力，扩大了其经营知名度。学生
教育方面，他积极推进了山大附
中实验学校在菏泽定陶县的落
地，让定陶的学生也能有机会分
享省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红利”。

凭着自己对宏观经济政策
的把握，刘新宇非常看好在定
陶发展物流产业。“在定陶这样
一个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
财政收入几乎全省垫底的地
方，如何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经
济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定陶的
区位优势，重点发展交通物流等
高端服务业，是实现弯道超车，
跨越发展的突破口之一。只要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什么困难都容易克服。”对于这
一年来在基层的历练，他感觉自
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刘新宇：

挂挂职职贫贫困困县县的的““麦麦田田守守望望者者””

37岁的刘新宇头上却长着许多
白头发，他坦言，工作压力比较大，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头发最
近真白了不少。

自从部队转业到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来，他说发改委的工
作就是“5+2”、“白加黑”模式，节假
日、双休日加班是家常便饭。尤其是
调任到菏泽市定陶县之后，他的工
作更是繁忙起来，每一份工作都要
具体落实好他才放心，所以他们在
特殊时期召开部署会议经常会开到
半夜，“为的就是不耽误第二天的工
作。”

为村民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
境，美化村容村貌，定陶县正在建设
乡村文明城乡环卫一体化。公共领
域堆砌着很多垃圾，有些甚至长达
二十多年没有被清理过，刘新宇跟
其他干部一样，走上农村街头带领
百姓一起打扫卫生。为更好地保持
环境整洁，定陶县将农村环卫工作
纳入市场运作体系，推动成立保洁
公司，由县、乡、村三级共同出资维
持环境整洁。

“虽然出生在城市，我也是普通
老百姓家的孩子。”刘新宇说，自己
不是官二代，更不是富二代，就是老
百姓。当看到当地一些贫困的老百
姓时，他就想尽快帮他们脱贫致富，
而作为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
一员，他感觉自己的使命任重而道
远。到任之后，他给自己立下规矩，
要为当地百姓多添彩、少添乱。利用
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多
为老百姓办实事儿：确立新项目，为
当地招商引资，两年为县千亿斤粮
食工程争取资金过亿元，为的就是
让老百姓富起来。

家人都在济南，他一个人孤身
在菏泽基层工作。工作日在菏泽，周
末回家，去除来回在路上花掉半天
的时间，一天跑手续的时间，他和家
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半天零一夜。
两地奔波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从
没有抱怨。只是感觉对家庭有些亏
欠，尤其是七岁的儿子。有时候，走
访百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时，他总
会想起自己的儿子，然而他也只能
在下班后和儿子开个视频，看看儿
子。“从他小时候，我就没给他足够
的陪伴，这应该是我感觉最遗憾的
地方。”

有时工作压力大，他会选择去
老百姓家里，陪老人们聊聊天，听听
他们家长里短的事儿，或者一个人
走上田间地头，闻一闻泥土和庄稼
的气息，看看绿水蓝天，他说这也是
一种特别舒服的放松方式。

链接

“5+2”“白加黑”工作模式

为当地多添彩少添乱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

片绿油油的麦田里，当时
他挽着裤腿，鞋上全是泥
土，满头大汗地跟技术人
员一起勘测田间水利。谁
也没想到这个小伙子是从
省直机关来菏泽挂职的干
部。他笑着跟我们说，“感
谢省发改委和各级领导们
对我们县的支持，我们县
千亿斤粮食工程今年争取
了6000万资金，要好好地
把农田建设搞上去，让农
民们连年都能有大丰收！”

他就是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
处长、省青联委员，现于菏
泽市定陶县挂职常委副县
长的刘新宇。

本报记者 赵清华

刘新宇（右一）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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