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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匠庄村有个马书记
□时报记者 王桂萍
“精准扶贫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切
切实实发自内心的行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普
惠政策，要把政策落实好，就要设身处地为群
众着想，我们跟百姓的距离有多近，百姓就跟
我们有多亲。”循化县积石镇瓦匠庄村“第一书
记”马忠孝说。
2015 年，马忠孝被组织选派到瓦匠庄村担
任“第一书记”，开始了他的扶贫之路。
“ 当时，
瓦匠庄村党支部书记因身体原因刚辞职不久，
支部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村里的好多事
务特别是党务工作不好开展，党员群众也是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
”马忠孝说。
积石镇党委副书记马平乐告诉记者，马忠
孝来了以后，把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作为抓好
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和首要任务，积极向乡党
委反映情况，提出加强村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建
议。经过多次与镇党委和党员群众沟通后，该
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选举支部书记的党
员大会，产生了新的党支部书记，健全了村党
支部班子，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
据了解，瓦匠庄村共有 486 户 1864 人，其
中建档立卡户 29 户 101 人，在循化县算是贫困
户较多的村子。驻村工作开始后，马忠孝坚持
住在该村党员活动室，第一时间服务群众，很
少回家。他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将建档立卡
户家走访了多次，把贫困户的家庭住址、人口、
现状像网格图一样印在了脑海里。在马忠孝
的民情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村里各家各户的
人员情况、播种情况、务工情况、住房情况以及
发展需求等，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拿出这些
资料信息来翻阅，看看哪家有需求没有解决，
然后明确目标抓落实。
瓦匠庄村贫困户韩五十五，家庭贫困又加
上孩子失去了手臂，陷入困境的他精神状态一
直萎靡不振。
“孩子最可怜，马书记说身残但志
不能残，不能让孩子失去上学的机会。”该村村
委会主任韩海龙说，
“ 好在通过马书记的多方
奔走和帮助，韩五十五家得到了县残联和民政
部门的支持，及时办理了残疾补贴和困境儿童
生活补贴等，保住了孩子的学业。同时，马书
记还为韩五十五联系到了一份工作，极大地缓
解了他家的经济压力。
”
“马书记，我们想您了。”这是马忠孝收到
的一条来自贫困户刘文正女儿刘冰玉的短信，
马忠孝看了会心一笑。他告诉记者，刘冰玉患
有先天性心脏病，父母都是残疾人，之前做过
一次手术，复发后迫于经济限制一直没有去医
院进行再次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忠孝立
即联系了省红十字医院的专家，免费给她做了
全身检查。之后又联系了北京安贞医院，并通
过申请，医院方面免去了一万余元的手术费。
同时，积极组织帮扶单位、学校和社会爱心人
士进行捐款，共筹集医药费用 2 万余元，顺利
为刘冰玉进行了心脏介入手术，目前她已经返
回了校园。
“我没啥技术，以前就是靠那二亩田地。
马书记来了之后，他为我申请了互助贷款 2 万
元，搭建了 2 个蔬菜大棚，并带领县上的农业
技术人员到现场为我传授种植技术。现在，我
靠着蔬菜大棚每年收益近 10 万元，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了。”村民韩忠憨笑着说，脸上挂着满
足和希望。

爱心企业送来冬天里的一把
“火”
□时报记者 杨璐 通讯员 王进
小年这天，外面大雪飘扬，寒风凛
冽。但是，海东市化隆县石大仓乡沙
让村的党员活动室里却暖意融融。
原来，为了让村里的党员活动室
在冬天也能正常开展活动，不让贫困
村的孩子们在教室里受冷受冻，爱心
企业在这一天为沙让村捐赠了 36 台
取暖设备。而“第一书记”吴顺利连日
来也是奔走忙碌，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了村里的取暖问题。
这事情还得从去年的一次捐赠活
动说起。2018 年底的一天，在石大仓
乡 7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的联系和协
调下，二十家企业在该乡开展了一次
捐赠活动。当天，沙让村的 24 名学生
双手接捧住爱心企业捐赠的棉衣、鞋
子。看到孩子们双手和脸蛋被冻得通
红，青海久丰矿业有限公司的领导们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并关切地询问一
旁的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教室里的

取暖情况。沙让村党支部书记冶木海
受到了温暖，村民脸上也纷纷露出了
买说：
“ 学校刚刚建成不久，村上没有
喜悦的笑容。
经济条件，根本解决不了教室里的取
据介绍，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暖问题。
”
来，无论是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亮化
青海久丰矿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美化，还是人蓄饮水实施等方面，沙让
刘海青说：
“ 这么冷的天，大人在这里
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改
站一会儿都受不了，何况这么小的孩
变都得益于省政府办公厅的联点帮扶
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们不再
和企业的爱心捐助。
受冻。
”
爱心企业给贫困村带来的一把
当天，该企业负责人便表示，愿 “火”，不但照亮了房间，还照亮了群众
意承担解决该教学点及这座三层综合
的心。乡党委书记韩进祥说：
“ 今天，
服务办公楼的全部取暖设备。之后， 爱心企业的举动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在“第一书记”吴顺利的多次联系和
学生不再受冻了，而且村里的党员活
沟通下，1 月 28 日，在沙让村综合服
动室在冬天也能正常发挥作用了，这
务办公楼前，青海久丰矿业有限公司
彰显了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
向石大仓乡和沙让村捐赠了 36 台价
风范。
”
值 5.4 万元的取暖设备，并现场进行
了安装，彻底解决了该座办公楼及教
学点的冬季取暖问题。当安装好的电
取暖器发出红红的亮光时，学校教室
和党员活动室逐渐热了起来，学生感

“励志超市”

落户重点贫困村

近日，平安区“春蕾”送教下乡志愿活动在平安区树尔湾村小学启动。
此次送教下乡活动为期 5 天，服务课程有书法、绘画、英语朗诵等。图为志
愿者指导学生下棋。
时报实习记者 张璐 摄

循化重拳整治违法用地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连日来，循
的态度，
坚决彻底抓好整改。
化县坚持边摸排、边甄别、边整治、边
同时，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该县
监管同步开展的工作思路，全县上下
广电部门注重搜集各类违法违规建筑
迅速行动，扎实开展违法用地专项整
拆除典型案件影像资料，
在电视台、
新
治行动，一批群众密切关注的违法用
闻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多渠道、
多角度集
地问题得到彻底整治，整治工作取得
中曝光一批违法用地问题，
引导广大群
了阶段性成效。
众支持和配合专项整治行动，
积极营造
据了解，为使专项整治行动顺利 “依法治违”
的强烈舆论氛围。
开展，循化县及时成立了以县长为总
截至目前，循化县正在规范组织
指挥，
分管副县长为副总指挥，
各乡镇
用地报件 15 宗，单独选址 2 宗，占地
政府，公安、国土、农牧等相关部门主
面 积 306.97 亩（其 中 耕 地 面 积 170.8
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循化县违法用地专
亩）；清理整治各类违法用地 19 宗，涉
项整治行动指挥部，
及时下发了《循化
及违法占地面积 45576 平方米，建筑
县违法用地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面积 13448 平方米。
将土地卫片违法、国有土地未经审批
抢搭抢建的违法违规建筑、影响市容
的彩钢房、道路红线范围以内违法违
规建筑等作为整治清理重点，做到统
筹推进、
合力攻坚，
以不达目的不罢休

时报讯（记者 冯大馨 通讯员 杨
绍进）近日，由西宁永和集团捐助的 2
家“爱心励志超市”在互助县台子乡哇
麻村和丹麻镇补家村正式运营。
走进“爱心励志超市”，洗衣粉、牙
膏牙刷、热水壶、电压力锅等生活用品
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据补家村党支
部书记刘应录介绍，在该村“第一书
记”唐波的协调和指导下，村“两委”研
究制定了获取积分兑换超市内物品的
相关办法，群众在“爱心励志超市”购
物不用付款，通过发展好自己的产业，
注重维护邻里和睦，自觉参与环境卫
生整治等日常活动获得相应积分，然
后凭借自己的积分来领取等额的生活
用品。
“‘爱心励志超市’以全体村民为
服务对象，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以
激发他们的脱贫信心，增强脱贫动力，
让‘比着干’成为常态，让‘勇脱贫’成
为共识，把‘扶志’真正落到实处。”哇
麻村
“第一书记”
徐现臣说。
目前，互助县先后有 3 家“爱心励
志超市”在 3 个重点贫困村落户。
“爱
心励志超市”的建立，搭建起了村党支
部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新平台，在进
一步提振农村党员群众主动发展的精
气神和为推进脱贫攻坚、营造文明乡
风、实施乡村振兴夯实基础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激发了贫
困群众主动克服“等靠要”思想，通过
个人结合产业发展和主动参与村级公
益事业实现发家致富的愿望，让广大
村 民 形 成 了“ 幸 福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
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