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带头管，管出新风貌

党员带头干，干出新产业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8 编辑/袁景辉
美编/郭金龙 制作/王玉敏

本报地址：昆明市新闻路337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编辑出版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032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党员带头管，管出了新风
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屈生华这样称赞南
补八官党支部。起初南补八官群众
环境意识淡薄，环境脏乱差、污水横
流、乱扔垃圾、垃圾随风飞扬等问题
十分突出，村寨管理混乱，南补八官
党支部在执行户撒乡确定的环境卫
生日的基础上，结合本村实际把每
一个星期日作为本村的环境卫生
日，把全村划分为党员片区、妇女
片区、青年片区并实行门前卫生

“三包”责任，同时实行党员和村干
部一人挂钩7户的方式积极引导农
户做好室内室外卫生整治工作。由
党员带头执行，做好签到，并纳入
党员积分制管理。建立健全村规民

约，对无故不参加环境卫生日的农
户将罚款50元，通过党组织领导村
民自治，团结动员群众，全村一改
以前脏、乱、差的局面。

“小阵地大舞台。”余辉表示，
他们组建了党群活动中心，这里
也是全乡唯一一个村小组新时代
德宏讲习所，今年以来讲习所共
开讲 8次，参与群众 350余人次，
真正成为传播好党的声音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阵地。同时，还由村子里的人自
发组织为放假回家的孩子开展景
颇文字、歌舞等传统文化的培训，
既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又发挥
好党群活动室的作用。真正让党
群活动中心“活”了起来，人气旺

了起来。
“你我都一家，哪分你我他。”

村民岳麻锐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
自己对民族团结的心声。这里地处
边境地区，民族成分多元。村党支
部始终坚持民族宗教政策进村寨，
让民族团结理念扎根群众心上。党
员始终带头践行民族团结理念，村
内有红白喜事、民族节日党员带头
相互帮忙、相互参加，融合了阿昌
族的青龙白象等民族元素，虽然这
个村是纯景颇族村寨，但是景颇族
群众能够接受其他民族元素落地
本村。全村各少数民族都掌握其他
少数民族语言，不同民族之间可以
无障碍沟通交流。

余辉最后表示：“我们要让党

旗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飘起来、党
组织牌子挂起来、党员站出来。通
过抓党建，用党旗引领让贫困村从

‘末梢’变为‘前沿’，成为边疆党建
示范村、东西联合扶贫开发示范
村、乡村旅游示范村、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媳妇
了。”28岁的村民金腊想说到这句
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无限向往。
南补八官属于集贫困、边境、民族
为一体的村寨，受传统思想影响，
过去，景颇族群众过着以采集山上
野菜作为主要收入方式，养殖业、
种植业相对粗放，产业发展，经济
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村寨和民族。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帮扶后，

村支部积极引导发展烟草产业，起
初群众对新兴产业不了解、不接
受，参与度极低，甚至有抵触心理。
面对此种困局，全村党员带头做，
先行先试，充分发挥了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并积极做亲戚朋友的思想
工作，通过党员带头，群众从抵触
烤烟产业到争先恐后种植烤烟，目
前全村烤烟种植面积 127亩，达到
户均 2.7 亩，亩产值达 3500 元至
5000元，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

艳阳高照，依依不舍地走出这
个美丽的村庄，那一面面鲜红的五
星红旗，仿佛一盏盏的灯火，照亮
了南补八官人前行的路，也温暖了
新村人民的心。 黄永庄

平坦宽阔的水泥马路，充满
时代感的阿昌族博物馆，雕梁画
栋的民族小楼，民族风情浓郁的
村间道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同现代化场景和幸福生活交相
辉映……眼前的一幕，让人很难
将梁河县曩宋乡关璋村与曾经
的贫困村联系起来。

三年多前，“晴天一身灰，雨
天两脚泥；种地全靠天，有病难求
医”是关璋村的真实写照。说起在
这片土地上的艰辛，每一个人都
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

听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孙海太说起，
关璋村老曹家出了个大学生，去
年毕业工作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由孙海太引路，大家来到了老曹
的新房子。他们口中的老曹名叫
曹明维，是曩宋阿昌族乡关璋村
民委员会关璋二组村民，于 2013
年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老曹家保持着阿昌族传统民
居的建筑风格，以竹楼为主。我们
来到老曹家里时，他正在和那位
十里八村都引以为傲的小儿子通
电话，他的小儿子叫曹根勐，于
2014年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是
老曹家三代人走出的第一个大学
生，去年毕业后到西安中交公路
局工作。

老曹用阿昌话和小儿子交
流，我们在一边虽然听不懂，但
是老曹脸上的表情比白天说起他
家新房显得更骄傲和幸福。电话
结束之后，老曹主动跟我们讲起
他的小儿子，以前家里经济条件
差，村里交通很闭塞，没有条件把
从小就爱读书的小儿子送到乡上
或者是县城去上学，小学是在村
里读，初中在乡上读，农忙季节还
要担负起家里的农活，“我特别害
怕这样的艰辛会耽误孩子的学
习，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像
我一样，一辈子走不出农村。”

“曹大叔，您怎么如此急切希
望儿子走出大山？”笔者问。

老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
了，语速也放慢了，说起他的原生
家庭。他有8个兄弟姐妹，自己排
行老三，上到初二就辍学了，仍然
是 8个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的，
文化低成为老曹一生中最大的遗
憾。所以他历尽千辛万苦就是想
供儿子读书，他一直坚持知识可
以改变命运的信念，一坚持就 20
多年。

“这几年来，虽然孩子上大
学，但我的压力小了，省烟草公司
专门帮扶我们寨子，帮扶我家的
干部叫李光林，他比我大，我经常
叫他老哥哥。他每次来都看我家
的衣柜、冰箱，挂念我们是否吃饱
穿暖。经常向我了解小儿子上大
学的花销，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
况。”老曹向我们念叨起来。

以前老曹家种植甘蔗 6亩、
产量30吨左右，收入1万元左右，
种包谷、水稻、养猪收入 2000元
左右。

“精准扶贫中，我们创新工
作思路，采取以烟叶种植产业为
基础，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1+
N’扶贫方式，助力阿昌族群众脱
贫致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李光
林说。

借着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扶
贫东风，老曹家种了120亩甘蔗，
除人工、肥料、农药成本之后收入
大概在10万元左右，2017年还种
了2亩烤烟，收入8000元。小儿子
读大学期间除享受政府的其他补
贴外，每年有省烟草公司助学补
助5000元。

2018年注定是老曹最难忘
的一年，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走
上了工作岗位，投身我国桥梁公
路建设。说到这些，他掩饰不住满
心的幸福，仿佛所有的苦累都在
这一刻烟消云散了。

卢敏

横路村，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
的一个阿昌族村寨，全村 304 户
1242人，阿昌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
的 98%。2014年，横路村贫困发生
率为10.6%，村里无路灯、无垃圾堆
放场、无活动场所、交通条件差、住
房条件差……5年来，在云南省烟
草专卖局（公司）阿昌族整族帮扶
项目的实施中，横路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从“混住”到“分居”

42岁的阿昌族大叔曹明庆，
40年来一直跟自家猪牛同住一
个院子，2017 年，他终于跟猪牛

“分居”了。
过去，曹明庆家的猪就住在他

隔壁，他跟家人住在正房，猪牛就
圈养在厢房的一楼，直线距离不超
过两米。

横路村村委会主任赵兴宝介
绍，因为阿昌族世代以农耕为主，
猪、牛、马这些牲畜是重要的农耕
工具和家庭财产，人畜混居是为
了更好地看护它们。人们住久了
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曹明庆说：“夏天天气热的时
候，鸡猪粪便发臭，家里都是臭味，
还会招来很多苍蝇蚊子，人就经常
生病。”人畜混居带来了不少健康
问题。

2015 年，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启动阿昌族整族帮扶项
目，对口帮扶陇川县、梁河县、芒
市的阿昌族群众。针对项目区基
础设施差、人居环境差、危房存量
大的实际，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实施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提升、农村危房改造”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民居工程和综合
推进工程。

在横路村，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投资 828万元，改造横路村
居民建设230户，原址重建的34户
每户补助 6万元，抗震加固的 116
户每户补助 4万元，美化亮化改造
的 80 户每户补助 2 万元；投入
7747.05万元建设龙盘山安置点；
同时，规划建设4个养殖小区，集中
养殖牲畜，改变了阿昌族人畜混居
的状况。

从“狗跳石”到“滑溜溜”

横路村泥滑路烂，到了下雨
天，村子里的狗走路要看石头下
脚，一跳一跳踩在凸起的石头上，
这才有了“狗跳石”一说。

赵兴宝介绍，以前村里家家
必备的两样用具——手电灯与长
雨鞋。

“我家在一个半坡上，下雨天
水多路滑，容易摔跤，必须穿雨
鞋，还要先伸脚试试滑不滑再走。
晚上更是寸步难行，需要一手拿

手电筒，一手拿根竹杖。”村民赵
仁艳说。

在横路村，村民们白天到田
间地头做活计，劳累了一天，就
盼望着能够在晚上欢聚，说点家
长里短，唱一唱山歌，跳一跳“蹬
窝罗”。

道路问题的解决，是从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对口帮扶开始
的。要致富，先修路。云南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从阿昌族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着手，在项目区修建了 143
条道路，共计 253.79公里，安装路
灯1187盏，破解了项目区出行困难
的问题。

横路村就是受益村之一，新
修的水泥路、石板路平坦宽敞、
纵横交错，道路连片也连起了村
民的心；新建的路灯竖立在道路
两侧，点亮了黑夜，点亮了村民
的心灯。

“现在啊，村里的路修得‘滑溜
溜’的，四通八达。一到晚上路灯就
亮起来，我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
时候出门，家里的雨靴都不知道放
哪去了。”赵仁艳如是说。

从“让垃圾飞一下”到“垃
圾找到回家路”

民居建设和道路建设不仅彻
底改善了横路村脏乱差的环境面
貌，更带来了环保理念的普及，爱

护环境成了村民的自觉。
曹明庆的妻子赵团妹是横路

村委会曹家寨妇女之家的主任，是
垃圾治理的带头人，见证了横路村
的变化。

“以前扔垃圾，哪里有坑就
扔哪里，好一点的简单用土盖一
盖，鸡翻刨起来，垃圾飞到排水
沟，把沟都隔断了。山风一吹，树
枝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袋，
很难看。”赵团妹说，之前打扫卫
生难度大，一扫就灰尘乱飞，有
时候越扫越脏，扫完后大家的头
发上、身上都是灰，所以大家的
积极性不高，要打电话催，有的

还要去到家里叫。
2017 年，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投入55万元，建成1座垃圾
处理站，统一焚烧横路村垃圾，云
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驻村工作
队员入户宣传垃圾清扫和投放，开
了多次会，组织形成“党员+巷道+
群众”的卫生包干体系。

“垃圾定点投放、定时收集，村
里的垃圾都集中到了垃圾处理
站，卫生不难打扫，大家的积极性
也高，现在每周一定时打扫卫生，
还不用打电话催了。”赵团妹开心
地说。

赵黎颖

党支部撑起村民“幸福一片天”
这里是陇川县户撒乡唯一

一个边境村，也是户撒乡易地
整体搬迁的一个村。走进村庄，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现代气息，
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路面，错
落有致的房屋，土黄色的墙面，
迎风飘扬的红旗，严肃庄重的
橱窗，绿油油的树木，和蔼可亲
的村民面孔，仿佛走进一个如
诗如画的世界。

“小支部筑牢村民幸福墙，
小支部撑起村民幸福一片天。”
这个仅有7名党员的党支部，
在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帮
扶下，不断夯实基层党建，进一
步激发党支部和党员创新活
力，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凝
聚起来，探索出了一条“以党组
织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新路径。通过党组织领导村民自
治，团结动员群众，全村一改以
前脏、乱、差的局面，人居环境得
到大幅提升，实现“路平、水净、
绿多、村美”，人人感受到人居环
境提升带来的幸福。

横路村的前世今生

老曹家的幸福事

本报美编郭金龙制图

“以前我们坪山村所辖的南补
八官住房破烂不堪，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屋外下大雨、屋内下
小雨，住房安全毫无保障，基础设
施严重滞后，一度成为户撒乡贫困
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村容村貌
脏乱差最突出的村寨。”坪山村党
总支书记尹朝宽回忆起南补八官
的旧貌，依然记忆深刻。为改变这
种旧貌，全村 7名党员一盘棋，党
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组织党员分
组到每家每户作群众思想工作，
党员带头搬、带头干、带头拆，以
亲朋好友作为突破口，逐户解决
问题，通过党支部和党员的努力，
南补八官的搬迁、合并、拆除旧房

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全村民房和
基础设施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为名副其实具有民族特色的边
境美丽新村。

“鹰饱不抓兔，兔饱不出窝。”
村民金腊想这样形容原来的村容
村貌。他说，“大家现在看到路两
旁的菜地，原先房前屋后都是荒
地、杂草丛生、乱堆乱放。党支部
为了改变种种陋习，由党员带头
统一规划开垦菜地，村党支部统
一购买发放菜种，通过党员带着
干、群众跟着干，每家每户都在院
场种植了蔬菜，庭院经济也逐渐
发展起来，同时达到了美化绿化
的效果，全村绿化美化工作实现

了大改善”。党支部和党员带领群
众砍竹子、破竹子、编竹篱笆，先
在前面一块空地上教群众编篱笆
围栏，等教会后群众统一样式自
家编自己的篱笆围栏，全面提升
人居环境。每个新居设计实现了
厨卫入室，由于景颇族群众一时
间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全村
几乎每一户都选择搭建简易厨房
用于生火做饭，极大地影响了新
村整体新貌，与新居生活格格不
入，党支部和党员积极做好群众
思想工作，带头拆除私搭乱建的
厨房，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
群众逐步扭转了传统的生活方
式，主动及时拆除了搭建的厨房。

整体搬迁后，没有产业也是不
行的，光靠政府救济只能解决“燃
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村支部
书记余辉说：“以前我们景颇族居
住在山上，靠山吃山，收入单一，
不会发展产业。如今搬下来了，住
房问题解决了，但如何富起来、稳
下来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面
对此种困局，全村党员不等不靠
不拖，带头做、先行先试，通过党
组织和党员带动，全村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升级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全村谋发展想致富的愿望日
益强烈，形成了向党员学习、向党
员看齐、追赶党员发展步伐的良
好形态，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逐步拓宽。建设滇缅
国际雨林公园，开展了骑友聚会、
越野挑战等一系列赛事和活动，
成为陇川户外运动、乡村旅游、生
态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村民李清慧回忆起第一次举
办雨林邀请赛时自豪地说：“我们
中寨的傈僳族村民施二和祝二在
今年“五一”的越野挑战赛活动中
卖了 6 头火烧猪，赚了 2 万多块
钱。南补八官的景颇族金忆城看
到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坪
山来，利用自己家的位置优势，开
起了坪山第一家景颇族农家乐，
月收入6000元以上。”

横路村龙盘山安置点横路村龙盘山安置点

面貌一新的关璋村面貌一新的关璋村

在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帮扶下，陇川县户撒乡南补八官村党支部着力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走出了一条“以党组织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农村基层党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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