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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花园

战疫，冰天雪地中的坚守

我为乡村代言
主持人：
主持人
：
车 婧
这是一个为乡村量身定制的服务平台，用于推
介当地特色农产品、特色工艺品、特色美食、特色美
景等，欢迎乡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大学生
村官登台代言。投稿邮箱：tougao@dxscg.com.
cn；
联系电话：
025-858682591。

—— 连线黑龙江省两位驻村第一书记

深山美食 黄栗豆腐

编者按
1 月 18 日，
黑龙江省召开

联系人：
安徽桐城市龙眠街道龙眠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方芳
电话：
15905568180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
议。省领导强调，要在坚决阻
断疫情扩散上狠抓落实，发挥
社区（村屯）等基层党组织作
用，严格隔离管控，切断传播
途径。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
两位驻村第一书记，看看他们
是如何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的。
蹇木庆（右）和村干部在村口值守
和村干部在村口值守。
。

黄栗豆腐

二十分钟成﹃雪人﹄

零下三十五度巡村，

与村民﹃云座谈﹄

每晚做直播，

1 月 19 日 0-24 时，齐齐哈尔市
昂昂溪区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 5 例，让正在浏览新闻的蹇木庆
心里
“咯噔”
一下。
蹇木庆是黑龙江省教育厅驻齐
齐哈尔市依安县建设村第一书记，
他所在的村子离昂昂溪区大概 100
多公里。目前，村民头一轮核酸检
测已经全部做完，外省回来过年的
15 位村民也都按照要求隔离。看
完新闻，蹇木庆赶紧打开手机，在村
民群里苦口婆心地劝外地打工的别
再回来，
“乡亲们，你们回来要隔离，
以后出去还要隔离，多麻烦！大家
响应号召留在原地过年！”

1 月 19 日，黑河市孙吴县辰清
镇曙光村的气温低至-35℃。
像往常一样，省委编办驻曙光
村第一书记杨添智 5 点不到就冻醒
了，捱到天亮，简单吃完早餐，他穿
上最厚的衣服走出驻地，去村里例
行巡逻，
再到卡口转一转。
曙光村是个合并村，也是辰清
镇唯一的少数民族村，总人口 259
户 552 人，目前在村居住的只有 63
户 130 人，40 岁以下的才 10 多个
人。除了回来过年的大学生，
“85
后”杨添智算是最年轻的一个，在村
口守卡口、引导群众做好安全防护、
帮助群众购买生活物品，他一人身
兼数职。
村子不大，只有 4 条街，自从去
年 9 月 24 日驻村以来，他不知走了

1 个多月前，蹇木庆刚从另一
个村调任建设村第一书记。建设村
地理位置特殊，一共有 8 条出村路，
现在只留下一个出入口，村里的党
员干部 26 人轮流守在路口，天寒地
冻的，
就靠生炉子取暖。
往年这时候，建设村的村民都
在猫冬，外出打工的人也陆续回来
了，村民们开始杀年猪，一家一家轮
流吃杀猪饭，一直吃到过年，别提多
热闹了，
“ 今年一律禁止了，大家都
理解配合。
”
蹇木庆说。
从 15 号开始，蹇木庆晚上就在
快手上做直播，招呼身在天南海北
的村民“云座谈”，宣传防疫政策，聆

听大伙心声。
“ 直播两个小时，大家
滨，
去年大年初五儿子出生，
“几个月
什么都聊，在外的很多村民打听家
没回去了，最近儿子学走路，我也没
中父母亲戚的情况，几天直播下来，
能在一旁看着，跟家里视频，小家伙
粉丝涨了 1000 多，大家的距离感拉
总往手机上扑。
”
蹇木庆说，
妻子是老
近了不少。
”
师，对于自己的驻村工作非常支持，
18 日那天的直播，有村民聊起 “我跟她说今年过年回不去了，她让
鸡蛋涨价的事，蹇木庆记在心里，
我在村里好好干，
家里有她呢。
”
第二天就和村干部一起去看望村
抗疫不能松，其他工作也有条
里的困难户，每家送去 5 斤鸡蛋和
不紊地进行着。
“ 农机、种子、化肥，
生活用品，
“ 一共走了 6 户人家，有
凡是涉及春耕的事我们都在提前
因病卧床的低保户高令尧大爷、有
做，还跟齐齐哈尔大学谈好了合作，
因车祸脚趾截掉的低保户孙令霞大
今年计划在村里整两块试验田。这
娘……抗疫特殊时刻，要特别关注
些天我跟村干部商量着，想给村里
困难群体。
”
建一个冷库。”蹇木庆说，大家都期
1986 年出生的蹇木庆家在哈尔
盼疫情赶快过去。

多少遍。19 日早晨巡逻时，杨添智
隔着村民家的栅栏一家家打招呼，
仅

仅 20 分钟头发眉毛上就挂上了冰。
村里有从哈尔滨回来的大学
生，前些日子进行了一轮核酸检测，
前几天县医院又派人来再次检测，
几位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出现在村
口，村民们有些紧张，杨添智一家家
安抚。
曙光村地广人稀，村民人均拥
有耕地 36 亩，一直都是种大豆，去
年大豆丰产，市场价比往年高出不
少，有些村民惜售，还有一些大豆没
卖完，需要跟外界联系，村里还有六
七户人家家中有病人，杨添智等村
干部们密切关注着。
如今，杨添智自己的小家是顾
不上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 5 岁
多，一个 2 岁多，均在大连由爷爷奶
奶照顾，妻子在哈尔滨工作，一家人

分居三地。去年因为疫情，他足足 7
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从下村到现在，
他也只去看过女儿一次。
“估计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视频上看看她
们了。
”
杨添智愧疚地说。
这个年轻人的付出，村民们看
在眼里，对他十分亲热。就在前一
天，杨添智去看望村里独居的村民
王淑芳，老人 70 岁了，患有多种慢
性病，看他冻得一头一脸的雪沫子，
老人拿出了一些秋天自己进山采的
野蘑菇和野菜，非要他收下，还一定
要留他吃饭，
“ 孩子，你大冬天的守
着咱们村，太不容易了，不能让你吃
不上一口热乎饭。
”
“在咱们村，虽然呵气成冰，可
我心里是滚烫的。
”
杨添智说。
本报记者 许露露

黄栗是安徽省桐城市西南山区的特产，学名叫
橡子，当地人食用橡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00 多年。相传，北宋画坛泰斗李公麟隐居于安徽
桐城，一次为款待来客，以当地深山野岭采摘的黄
栗（橡子）作原料，经清洗、浸泡、水磨、沉淀、脱涩、
熬制、冷却等工序制作了黄栗豆腐，入口细腻柔滑，
风味独特，老百姓竞相效仿，并传承至今，现已成为
桐城的地方特产。
生产黄栗豆腐的企业——
桐城市印象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位于桐城市龙眠村，是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为盘活资源引
进的特色农业企业，也就是这
舌尖上的小豆腐，为村民打开
扫描二维码
了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看小视频

沂蒙大地 璀璨明珠
代言人：
山东沂水县泉庄镇尹家峪村
第一书记 赵海清 胡波
电话：
17353910889

尹家峪村风光

被“骗”回来的书记不“骗人”
—— 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龙江村党委书记杨健
杨 健（左）与 村 干 部 走 访 村 民 ，了 解 生 产 生
活需求。
刘 瑶供图

“伸手不见五指，张嘴不见牙齿”
“爬坡
上坎去挑水，一来一回大半天”……这是贵
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龙江村 10 多
年前流传的顺口溜。如今的龙江村再也不
是旧模样，说起村里的变样，乡亲们都会提
到他们的“当家人”——村党委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杨健。
“当年杨健是被‘骗’回来的。”遵义市
红花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棫说，龙江
村的变化表明，选好一个人，
造福一个村。

“从没想过当村干部”
1988 年，年仅 18 岁的杨健高中毕业，
走出大山，从下矿井、跑货车干起。因为吃
得 了 苦 ，脑 子 活 络 ，他 的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
1996 年创办了铁合金冶炼公司，几年后资
产达 8000 多万元。
2009 年春节，杨健回村探望父母。路
过一户人家，见到那四面漏雨的破屋、瘫痪
在床的老人后，他拿出 1000 元塞进老人手
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当时的龙江村班子软弱涣散、集体经
济“一穷二白”
、群众矛盾纠纷多，镇党委书
记李安华和龙江村老书记杨廷贵都在为龙
江村的带头人犯愁。反复斟酌后，两人一
致认为，杨健是最佳人选。
春节还没过完，李安华和杨廷贵就登
门找杨健，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希望杨健回
村任职的想法。
“ 我是挣了一些钱，也想为
家乡出力，可从没想过当村干部，何况我还
有自己的产业。”
杨健当场回绝了。
山里人脾气倔，打那起，李安华和杨廷
贵就“缠”上了杨健，谈的次数多了，杨健渐
渐动心了。
杨廷贵是这样向杨健介绍村里情况
的：吃水难，要么看天喝水，要么往返十几
里挑水；行路难，全村都是烂泥路，又窄又
陡；住房难，八成以上村民住的是土坯危
房；增收难，大多数村民不识字，没有一技
之长；留人难，为了讨生活，年轻人纷纷外
出务工……

细心的父亲看出了杨健的犹豫，特地
拿出一瓶老白干与杨健边喝边聊，
“做人不
能忘本，既然村子需要你，你就回来吧，别
给咱家丢脸。
”
“好好干个两三年，就放你走！”李安华
拍着胸脯，连哄带骗劝杨健挑起这副担子。
“就当再一次白手起家吧！”杨健开始
了由企业家到村干部的转型之路。

“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
“我要让龙江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
样。要是兑现不了承诺就辞职！”村民代表
大会上，杨健立下军令状。
不通水不修路，就是没出路。2010 年
5 月，杨健争取上级支持，领着全村党员干
部和群众自筹资金、投工投劳，实施修路通
水工程。
“修路实在是太苦了。”回忆起当年一
起干活的场景，龙江村委会副主任刘昌文
说，
“ 杨书记怕新路被人碾坏，带着我睡车
里守着，半夜我冻得直抖像‘筛糠’，他就把
衣服送给我。
”
没多久，水泥硬化路连接起龙江村和

村里的泥瓦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建筑工程
队，承揽公路建设的基础项目，当年就为集
体创收 82 万元，
“淘”
到了
“第一桶金”
。
2015 年，遵义市驾驶人考试中心在全
市范围内选址，要求 50 天内完成 500 亩征
地拆迁任务。由于采取的是先拆迁后补偿
的方式，选址好久没有落实。杨健得知后，
主动揽下了这个项目。
“这不是瞎搞吗？到时候地被占了，钱
也拿不到怎么办？”村民大会一开始，村民
胡光辉第一个反对。
“我啥时候骗过大家，如果拆迁款拿不
到我来掏！”杨健的话打消了大伙儿的顾
虑，短短 30 天，500 亩征地拆迁任务提前完
成，
拆迁款也如期发到了村民手里。
考试中心项目开工后，龙江村又上马
配套项目——建酒店，服务驾考人员。可
资金从何而来？杨健提议，采取“村集体投
外 面 的 世 界 ，一 举 解 决 了 村 民 的 出 行 难
资控股、村民入股、企业参股”的方式筹集
题。3 个月后，清澈的自来水也流进了村民
资金。他带领村“两委”干部率先入股，吸
家中。
引 200 多户村民签订投资协议。就这样，
因修路通水占用了村民的地，个别人 “龙江酒店”
与驾考中心一道拔地而起。
以为自己吃了亏，就在村里放出风言风语，
随后，龙江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越
说杨健“就是想趁机捞点钱”
“装装样子、唱
走越宽。水产、窖酒、农业生态公司等项目
唱戏罢了”
……
接连落地，与驾校、酒店共同组成龙江村集
“好心没好报，走人就是了。”性子耿直
体经济五大支柱。2020 年，贵州省龙江控
的杨健，吃得了苦却受不了委屈，一封辞职
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龙江村迈入市场
信递交到了镇党委。
化、规范化发展新征程。
“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村里人咋看
短短 10 年，
随着一个个项目落户，
龙江
你！”电话里，李安华急了，
“ 今天有 200 多
村集体资产由当初的赤贫发展到 6000 多万
个村民、30 多个村组干部来找我，让我一定
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比 10 年前翻了五番。
要留住你。
”
大家伙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精气神
当晚，杨健失眠了。一遍遍回想起乡
也提了起来。村民们自发组建村容村貌治
亲们平时待他的好，又一遍遍叩问自己能
理、夜间义务巡逻等多支志愿服务队，闲暇
不能兑现承诺？
之余，大家一起跳广场舞、搞体育比赛，邻
“不能当逃兵，一定要兑现承诺。”就这
里和谐，
乡风文明。
样，
杨健到镇上取回了辞职报告。
奋斗不止，
脚步不歇。如今杨健的办公
室内，
产业规划图挂满一整面墙，
一个集汽车
“拆迁款拿不到我来掏”
销售、
汽车主题公园、
房车露营基地为一体的
2011 年 ，一 条 高 速 路 过 境 龙 江 村 ， “汽车小镇”
，
将成为龙江村的
“新名片”
。
“嗅”到商机的杨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将
本报通讯员 乾鸿申

尹家峪村位于山东沂水县西北 35 公里处，
作为
山东省首批田园综合体试点核心村，通过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闯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路子，先后荣获“国
家级休闲农业旅游示范点”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山东省农业旅游示范点”
“山东
省旅游特色村”
等荣誉称号。
如今的尹家峪村，山清水
秀，景色迷人，瓜果飘香，百姓
乐业，像一颗璀璨明珠闪耀在
沂蒙大地上。诚邀各地朋友光
扫描二维码
临尹家峪参观游览，共享乡村
看小视频
振兴甜蜜成果。

村里来了“工匠书记”
2017 年春天，刚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乡东
坡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武正辉，在地里看到老百姓种柴
胡进度慢，
便动起了脑筋。
有天，武正辉看到村里的孩子在打羽毛球，一个
好主意忽然从脑海里蹦了出来：羽毛球筒扎眼后，能
当种植箱用，再通过铁丝固定到木头棍上，
“比人用手
撒种子更均匀，还省了反复弯腰”。说干就干，他很快
做出了
“柴胡播种器”
样品，
拿去给村民用，
效果很好。
此后，武正辉在村里有了一个“工匠书记”的美
称。武正辉原来在农机部门工作，来东坡村驻村，他
觉得“学有所用”。东坡村地处太行山腹地，有悠久的
中药材种植传统。这几年，为了让大山里的药材提升
品质、打开市场，武正辉没少动脑筋、下功夫。在过去
的 2020 年，武正辉最有成就感的是两件事：一是村里
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
到 270 多亩，二是发明了“党参移栽器”。
“刚开始村民
对种党参有疑虑，后来，他们发现用我发明的移栽器，
能节省一半移栽时间，
都来找我！”
武正辉说。
武正辉在村里积极探索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让
东坡村成为平顺县最早推广有机化肥的村子之一。
在他的努力下，中药材种植成了东坡村脱贫致富的主
要产业。2018 年村子实现整村脱贫，仅中药材一项户
均年增收 2000 元，村集体年收入也由原先的不足万元
增加到 35 万元。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武正辉
思路清晰：首先是发展中药材深加工，以合作社为依
托，从过去粗放低效的“按斤卖”，变成品相高效的“按
片卖”，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研发口服液等产品。此
外，他还有个小目标：
“2021 年，我想把党参移栽器研
发成电动的党参移栽机，
让大伙干活更省劲、省心！”
任 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