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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做 好 群 众 工 作 ，就 要 积 极 帮
助村民找准根源，因地制宜，对症下
药，强基固本筑牢执政基础，精准施
策 绘 制 脱 贫 蓝 图 ，用 心 搭 建“ 致 富
桥”，引领群众走上“致富路”。这是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也是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驻阿图什市松
他克乡温吐萨克村工作队一直以来
用实际行动践行的承诺。

“温吐萨克村地处阿图什市城乡
结合部，辖 6 个村民小组，679 户 3809
人，耕地面积 3170 亩，人多地少……”
驻村第一天，工作队详细听取村党支
部书记肉孜买买提·赛来的情况汇
报。工作队队员白天入户走访，倾听
群众呼声、了解村情民意；晚上梳理
汇总，分析研判。通过依法管理，优
化整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为村民创造了安居乐
业的社会环境。

“村里有了‘巡逻小分队’后，我
们 再 也 不 担 心 家 里 发 生 问 题 无 人
管、无人问了；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建
成后，我们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
工作队做的好事实事一箩筐，三天
三夜都说不完。”提起工作队，村党
支部副书记买买提·库尔班连说“亚
克西”。

目前，全村“一降五通七有”已全
面实现，2018 年投资 230 万元建设的
1200平方米办公楼和村民文化活动中
心已投入使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驻村伊始，工作队秉承“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针对村干部在开展工作中
想干不会干、想说不会说、想干好没
人带的问题，制定工作队员与村干
部、入党积极分子“1+1+1”结对帮带
机制，推行工作“四同”措施，在干事
中指路子、压担子。工作队还把加强
村党支部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指导督
促村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依
照程序开展工作。严格落实“四议两
公开”，健全岗位职责、办事流程、民
主议事、村规民约、村民监督等制度，
通过“支部提议”“村委商议”“党员审
议”“村民代表决议”层层把关，以实
际行动有力促进村集体经济收入，实
现工作有人抓、办事有程序、干部有
规矩的新局面。

为破解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结
构不优等问题，积极协助村“两委”
做好后备力量培养工作，通过从优
秀返乡人员中“请”，从未就业大学
生及致富带头人中“养”，从复员退
伍军人中“选”等形式，重点培养 16
名中青年作为后备力量。经多岗位
锻 炼 ，3 名 年 轻 后 备 力 量 充 实 到 村

“两委”班子中。
三年前，米亚赛尔·加帕尔从学

校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但
她国家通用语言水平高，了解村情，
又肯吃苦、敢担当，经常主动参与村
委会工作，工作队和村“两委”对她进
行重点培养。经过一年多的“一帮
一”指导和多岗位实习锻炼，米亚赛
尔逐渐从无从下手向“行家里手”转
变，综合素质大幅提升。

如何帮助村民拓宽致富路子、甩
掉贫穷帽子，是摆在工作队面前的头
等大事。针对村里人多地少，区位优
势明显等特点，因地制宜、因户施策
推出一系列精准扶贫举措，破解村民
增收致富难题。

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点对点”
精准滴灌的方式，争取到 100 多万元

“到户项目”，为贫困户盖牛羊圈和鸽
舍发展养殖，搞活庭院经济促进村民
增收致富。

贫困的帽子摘了，攻坚精神不能
放松。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工作队
积极发挥单位后盾作用，每年投入大
量资金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
业发展，引进创办食品加工厂、牛羊
屠宰厂、日化用品和洗涤厂，以及花
卉种植基地和畜牧养殖合作社，加大
致富带头人培育力度，有力提升了特
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4 年以来，先后投资 1400 多万
元实施 8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
乡村道路、农田水利、安全住房、产业
发展等方面。目前，全村共有产业扶
贫车间项目 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2
个，创业就业基地 3 个。

村民哈尼沙·阿拉木的丈夫 2017
年突发疾病去世，留下 5 个孩子和 80
多岁的公公相依为命，生活困难。工
作队得知她会裁缝手艺后，为其在家
门口新建了缝纫社，购买了缝纫设
备。现在，她不仅自己脱贫过上了好
日子，还带动周边贫困户妇女就业致
富。

工作队通过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办活办
好村民夜校，组织技能培训，支持发
展生产，破除“等靠要”思想，帮助 300
余 人 创 业 ，152 人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不
足 80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11000 元。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工作队始终把争取人心、凝聚民
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
逢节日必开展走访慰问，通过点滴关
怀送温暖，实事好事暖民心，加深与
村民间的感情，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大幅提升。

工作队通过入户走访，协调天然
气、安全饮水和煤改电入户，以及安
居工程建设，极大改善了村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共实施天然气入户工程
183 户，安全饮水工程 680 户，煤改电
工程 436 户，安居房项目建设 325 户。
同时，支持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帮扶
30 多名困难家庭大学生上学就业；为
村小学和幼儿园捐赠校服、课桌椅、
文体用品；投资新建足球场和校园文
化阵地，促成学校每年为“广州恒大”
培养输送多名优秀少年足球队员。

在引导和激励群众通过勤劳双
手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时，工作队还组
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
文化生活。

“我们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勇于担当，真抓实干，
继续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好，让村民实
实在在享受到党的惠民政策，过上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村第一书记、工
作队队长苗桂云说。

不忘初心担使命 真抓实干暖民心
□通讯员 李 俊

都刚，从金戈铁马、保家卫国的
军人到深入基层、走家串巷的驻村干
部，自 2017 年驻村以来，他不改军人
本色，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想群
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村民排忧解
难，与各族群众打成了一片。

排忧解难暖民心
“都刚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呐！他

知道我们的困难后，及时协调修建了
蓄水池，解决了我们的用水问题。”村
民托乎提努尔·吐尔逊说。

克孜勒阿根村是传统牧业村，牧
场面积大，牧业点多。今年 4 月，都刚
来到塔什勒根放牧点走访，了解到这
里的泉眼被泥石流掩埋，村民、家畜
用水迫在眉睫。实地勘察后，他立即
将情况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汇报，
在工作队的支持下，都刚找来挖掘机
将淤积物进行清理，疏通了泉眼。他
又协调施工队，修建了蓄水池，解决
了牧业点 27 户村民用水及 3000 余头
牲畜的饮水难题。

村民阿亚提汗·别克吐尔身体残
疾，行动不便，但她身残志坚，从小坚
持看书学习，平时还创作一些诗歌、
散文。阿亚提汗热爱生活的态度深
深触动了都刚，得知她有创业的想
法，都刚决定帮她圆梦。听说村里要
开一家惠民超市，都刚积极协调跑

办，帮阿亚提汗争取到了经营权。在
阿亚提汗用心经营下，现在超市生意
红火，收入稳定，她也成了村里年轻
人学习的榜样。

每当提起都刚，阿亚提汗总是充
满感激地说：“是都刚大哥帮我完成
了心愿，实现了人生转折，我相信以
后的日子会也来越好。”

在村里，谁家的牲畜病了，他二
话不说找来兽医；谁家修缮棚圈，他
第一个冲上前添砖加瓦；谁家的刺绣
机坏了，他跑遍市场寻找配件……驻
村以来，都刚帮助解决村民困难诉求
70 余件，办实事好事 50 余件，用实际
行动温暖了村民的心。

开展活动促和谐
驻村伊始，都刚了解到村里文体

活动较少，闲暇时间，即使开展活动
村民也不愿参加。如何丰富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调动村民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是都刚经常思考的问题。

都刚认为，要想把活动开展好，
硬件设施首先要保障到位。在他的
建议下，工作队协调派出单位，购买
了音箱、麦克风等设备。

村民苏云木汗·阿不都热苏力擅
长歌舞，但不常参加村里组织的文体
活动，都刚便上门动员她加入文艺
队，鼓励她发挥特长，参与舞蹈编排

和节目表演。
为激励更多村民参与到活动中

来，都刚又通过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争取派出单位支持，经常组织开展文
艺汇演、趣味运动会等文体活动，对
积极参加，表现突出的村民发奖品鼓
励，激励村民参与活动。如今，“三
八”、“五一”、中秋节、国庆节等主要
节庆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在村
里上演，获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为记录下村民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的精彩瞬间，都刚又向派出单位申请
购买了照相机、三脚架等器材，还购
买了彩色打印机、相纸。每次村里开
展活动，都刚都会给大家拍照，并打
印出来，免费发放到大家手里，村民
纷纷点赞。

驻村以来，都刚带领村民自编自
演大合唱、舞蹈、趣味运动会等文体
活动 200 余场次，加强了民族团结，促
进了邻里和谐。

助农增收有办法
“感谢工作队，今年，我们家的杏

子全都卖出去了，挣了 2 万多元！”说
起工作队帮助销售高山杏，村民阿曼
吐·阿比拉总要夸赞一番。

克孜勒阿根村的高山杏属于嫁接
过的巴仁杏，全村共有 800 余亩，本应
是村民增收的“摇钱树”，但因村民管

理不善，受病虫害影响，杏子产量低、
品质差、销售难，村民的种植积极性
受到了打击。

为改变这一现状，都刚和工作队
多次邀请县林果业专家，现场授课，
手把手教村民浇水、修剪、打药等种
植技术，帮助村民重拾信心。通过不
断学习，村民掌握了种植技术，管理
水平明显提升。2018 年，村里的高山
杏喜获丰收，与往年比，种植户人均
增收 800 余元。

2019年，看到希望的村民更是卯足
了劲，为保证杏子采摘、分拣、外销工作
顺利进行，都刚又牵头组织村民召开现
场推进会，对村里的杏子进行集中采
摘、分拣，确保杏子的品质不被损坏。

为帮助村民打开销路，都刚又到
喀什瓜果批发市场联系销售，同时通
过电商、微信朋友圈等平台拓宽销
路，帮助村民出售鲜杏。在大家的共
同 努 力 下 ，今 年 ，种 植 户 人 均 增 收
1600 余元，比去年增加了 800 元，昔日
无人问津的高山杏，如今已成了村民
增收的“金元宝”。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军营教会
了他忠诚担当、奉献牺牲，驻村教会
了他脚踏实地、一心为民，他将继续
以军人的作风，持续发力，高标准做
好群众工作。 （据新疆“访惠聚”）

驻村路上“刚”好有你
——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新疆贸促会驻乌恰县巴音库鲁提乡克孜勒阿根村工作队副队长都刚

阿图什 11 月 11 日讯 通讯员李文倩 阿卜力孜报道摄影：“这条路修
得太好了，孩子们上学走路方便多了。”看着眼前家门口的平坦大道，对
比以前坑坑洼洼年久失修的村路，阿图什市上阿图什镇喀依拉克村村民
塔吉古丽心里满满的幸福。

州职业技术学院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村 11 小队路段
的 5 户村民出行主要依靠一条简易土路,这条路宽度不够，路面坑洼不
平，雨天泥泞不堪，车辆无法通行，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工
作队立即联系后盾单位，并动员工作队队员、村干部和全村党员一起
动手，为 11 小队的简易小路铺设了 2 米长的 6 个涵洞，解决了群众出行
难的问题。

受益群众阿布都克热木满面笑容地说:“感谢党组织，感谢工作队，
又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

今年以来，工作队为群众解决困难诉求 14 件，涉及金额 13.22 万元，
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乌恰 11 月 11 日讯 通讯员王晓霞报道摄影：“我爱祖国……”傍晚的
乌恰县黑孜苇乡也克铁热克村村委会里不时传来阵阵读书声。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驻村工作队紧密结合实际，制定
《也克铁热克村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计划》，从村委会主任抓起，督促
村干部自觉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时，把课堂开设在田间地头、食堂
等场所，形成时时学国家通用语言、时时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良好氛
围。

为使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取得实实在在效果，工作队采取结帮带的方
式，通过民汉搭配、强弱搭配进行学习交流。对村干部和村级后备干部
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情况进行定期测试，测试成绩和年底绩效挂钩，
奖优罚劣，并将测试成绩作为年底评先选优的条件之一，同等条件下优
先向乡党委推荐口语表达能力强的干部进入村“两委”班子，进一步调动
村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阿合奇 11 月 11 日讯 通讯员艾山吐尔报道：阿合奇县民政局驻色帕
巴依乡色帕巴依村工作队收到村民阿皮帕·吐尔地送来的一面写着“包
村聚民心 帮扶惠百姓”锦旗，对工作队关心村民、为村民办好事、实事表
示感谢。

“自工作队入驻以来，不仅为我家修通了通往农田的小路，还手把手
教我种植蔬菜、花草，帮我剥玉米……我感到很温暖。”阿皮帕说。

入驻以来，工作队深入牧业点入户走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零距离
沟通，认真倾听群众心声，挨家逐户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详细了解
群众的困难诉求。同时，多方筹集资金，发动群众开展土坯房拆除、垃圾
清运等工作，修建围墙，种花种草种树，安装太阳能路灯、热水器，打造庭
院整治示范户，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目前，已组织群众清渠 20 余公里，拆除土坯房 50 余套，为群众办
实事好事 100 余件，慰问困难群众 200 余户，捐资助学 2 万余元……

“村民送来这面锦旗，承载着他们对工作队的信任，表达着村民对党和政
府的感激之情，更是对我们驻村工作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们要将这份
责任扛在肩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继续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郑守信说。

“幸福路”修到心坎上

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学习
增强基层组织力量

工作队与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两委””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工作队解忧帮困普真情
村民感恩送锦旗

11 月 4 日，阿图什市格达良乡库都

克村热闹非凡，州党办驻村工作队组织

村民在村委会观看文艺演出。

按照自治区“访惠聚”办公室文化

进万家活动安排部署，新疆艺术剧院

歌舞团在库都克村开展了“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暨“访惠聚”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为村民表演了独唱

《我爱你中国》、集体舞《新疆是个好地

方》、杂技《草帽》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

目。

通讯员 刘春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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