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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者按：2012 年始，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选派全区“美丽广
西”乡村建设 （扶贫） 工作队方案》，我校先后选派了 6 名同志赴巴马
瑶族自治县乡村任第一书记，在驻村工作中，他们充分发挥学校和自
身优势，帮助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他们
不忘初心，把乡村当自家，用信念和热爱恪尽职守，辛勤耕耘；他们

勇于担当，把村民当亲友，用心血和汗水无私奉献，顽强攻关；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融入乡村，把坚实的足迹深深印刻在村庄的每
一寸土地，用知识和力量茁壮村庄和村民，谱写了一曲曲脱贫攻坚，
振兴乡村的奋进之歌。
2014 年，作为第二批派驻人员，时任林学院团委书记的梁俊波赴

在脚下 在心里
梁俊波

鼓励党员干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多次主持召开村“两委”
三联村因条件制约，发展空间狭小，因此鼓励下一代努
会议，讨论干部队伍建设、村委换届、困难帮扶以及产业发 力学习，走出大山是长远之计，而 “思想引领”是重要的
展等工作。按照县委和县政府的统一部署，经过努力，三联 扶贫方法。我除了和家长谈心等方式之外，还在村里制作了
村按时、有序、顺利完成了村“两委”换届工作。我自己率 几块宣传板，文图并茂，以宣传口号的形式鼓励动员村民重
先垂范，同时也要求村“两委”干部要团结协作，端正服务 视下一代教育，鼓励村民外出务工，号召全民共同参与“美
丽三联”建设。
态度，提高服务效率，一心一意为民办事。
考察产业发展，探寻产业致富之路。由于那里地理环境
深入群众，丰富形式，做好贫困帮扶工作。三联村困难
的制约，传统产业火麻、玉米种植和土猪、山羊养殖等并未 户较多，为了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我时常深入村
能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为此，我多方走访考察，希望能找 屯，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看望慰问这些困难户，一是鼓励
到适合山区发展的产业。先后在县城考察当地的手工制作 他们树立生活信心，二是在物质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
和村民一起犁地 （前）
为寻求更合适的动员方式，结合实际情况，我决定以
业，到西山乡考察铁皮石斛种植，到广西药用植物园考察中
今年暑期，我重回“故里”——三联村，熟悉的面孔、 草药种植，参观位于隆安县小林镇的药园种业生物技术中 “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利用春节前夕外出务
熟悉的村舍、熟悉的庄稼，还有和梦中一样的新变化，一切 心，结合实际，特别针对山豆根和牛大力的种植进行进一步 工人员回家过年的机会，组织开展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的一切还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在这里，五年前， 在三 考察，还了解扶芳藤种植。
值观•广西大学携手共筑中国梦•东山乡三联村农民知识竞
联村的两年时光，对于我弥足珍贵，那是我和父老乡亲结下
为更好发展三联村的产业，我牵头注册成立“巴马三联 赛暨迎新春游园活动”，在活动中普及农业农村知识，并进行
深厚感情的地方，那是我向父老乡亲学习，在工作中不断成 惠民农民专业合作社”，旨在组织农民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和养 脱贫总动员，号召鼓励村民外出务工，动员村民重视下一代
长的地方，那是我在泥土中镌刻了深深的人生足迹的地方。
殖业，便于打开农产品销路，引进外来资金，以促进村民脱 的教育，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优生，活动取得良好的效
从到那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不负重托，脚踏 贫致富。
果。
实地为乡村、为父老乡亲做实事，让这里因为我的一点努力
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虽然后援单位支持力度很大，但
2015 年 4 月，我在村部西侧建立了一个白玉小米辣种植
而有所改变，为乡村脱贫，为乡村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促进乡村更好脱贫，我依然努力争取多方支持，先后到
示范基地，通过以点带面，引导村民发展辣椒种植产业。
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工作。“美丽 多个部门走访汇报，争取政府支持。通过多次努力协调，县
融入乡村，实干担当有成效
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制定扶贫方案。三联村地处大石 广西•生态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是环境卫生，这对于山区 扶贫办同意支持卡辉示范屯道路硬化 1050 平方米，支持猪圈
山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严重缺水，资源匮 村民来说是个新鲜事，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大家很难长期 建设 20 个，支持毛葡萄种植 30 亩；县教育局同意支持弄牙教
乏，交通不便，距离县城 55 公里，行车需 1 小时，条件十分 坚持讲究卫生，保持清洁的习惯，我结合当地情况，提议请 学点厕所建设和道路硬化共计 5 万元；县委统战部支持 2.3 万
艰苦。但我时刻铭记自己是代表学校而来，责任重大，同时 专人负责村级道路的维护，并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并维护好干 元；县科技局支持 3000 元；自治区卫计委支持三联村一套多
也深知学校是我的有力后盾，所以我不怕艰难，决心攻坚克 净舒适的环境，通过潜移潜移默化的影响，大部分村民能自 功能音响价值 1.2 万元。另外，我还通过多渠道争取社会爱心
人士的支持，先后组织几次爱心捐助活动。
难，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当地环境，转变角色，全身心投入工 觉保持清洁卫生。
用爱心帮扶家庭贫困学生。我来自高校，对学生特别关
为了以真实成效感染村民，我通过和“两委”研究决
作。同时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结合村里道路的实际情况，
注，平时听说身边有贫困的学生就会主动去看望，范围也扩
定，在捐赠款中拨付
5.8
万元用于卡辉示范屯建设，将外立面
我自费购置了一辆面包车用于在当地开展工作，同时也充分
进行粉刷，统一外观。我还努力争取到县扶贫办支持建设该 大到整个巴马县，直接帮扶或间接帮扶的学生分布在东山乡
利用面包车开展便民服务。
我到三联村后，立即开展调研，走村串户，和村民促膝 示范屯道路和广场硬化共 1050 平方米。卡辉示范屯建成后， 三联村、江团村、优雅村、弄谟村、弄山村、卡桥村、西山
乡弄烈村、燕洞乡龙田村等地。
交谈，争取以最快速度全面了解当地情况。随后结合实际撰 上级领导和游客经常前去参观，并给予了肯定。
2014 年 10 月 9 日，全国首档公益慈善扶贫节目 《第一书
重视教育扶贫，关心小学生健康成长。两年期间，每逢
写了 《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把山里的人送出去，把山
“六一”儿童节，我都会来到三联小学和弄牙教学点，以及东
记》
节目组编导到达巴马，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选定我作为
外的人引进来》 的扶贫方案，以既解决当时村民生活困难的
山小学，和三联籍的小学生一起过节，与孩子们一起开展游
代表参与节目录制，要求自行挑选贫困小孩、拍摄特色项目
现实问题，又着眼未来为落脚点，通过引导和宣传让山里人
到演播厅录制，历时一个多月时间。在节目录制现场，三联
走出去读书或务工，推行教育扶贫工程，希望能通过教育改 园活动，并给小学生每人赠送一份成长小礼包。
在平时，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是经常到三联小学与 村一共收到爱心款 28.5 万元，贫困家庭孩子罗秀月、罗光亮
变下一代的未来。而且引导村民到有资源的地方务工，异地
致富。尽可能引进外面的资金投入三联村建设，并争取政府 学生交流，给孩子们上“道德讲堂”，通过生动的例子引导小 姐弟收到爱心款 35070 元，蒙庆合同学收到爱心款 25591 元。
学生尊重老师，尊重长辈，团结同学，讲文明，讲道德，做 节目播出后，陆续有企业打来电话寻求合作，我乘机探寻合
在三联村开发旅游项目。
作方式，利用这个平台推进三联村扶贫工作。
抓好“两委”干部队伍建设，打造团结协作团队。基层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为了丰富三联小学学生课外生活和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阅
受广西电视台邀请，2015 年 1 月 22 日，我再次带领 11 位
党组织建设是第一书记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到三联村工作
后我尽快了解党建情况，按县委组织部要求完善建档材料， 读、活动环境，我牵头利用后援单位的捐赠款建设了图书 贫困励志学生参加节目录制，小学生接受爱心捐赠共计 2 万
室、活动室并添置体育用品。
多元。

参加广西卫视﹃凡事说理﹄节目访谈

在村庄

东山乡三联村任第一书记，两年的“第一书记”任期结束返校后，他
依然关心关注那里的父老乡亲和那里的建设发展，隔开的是距离，割
不断的是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乡情。回忆和父老乡亲一起生活劳作的
一个个日子，一切依旧历历在目——

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媒体的宣传报道。截至 2015 年 5 月，
广西卫视、《河池日报》、巴马网、《今日巴马》 等媒体一共登
载 15 篇相关报道。
不断提升，加强学习。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16 日，我被选
派参加“2015 年第一期广东帮扶广西扶贫管理干部培训班”
学习，全区共 103 名学员，巴马县在 29 名第一书记中选派 2
名参加，我深知责任重大，充分利用这次培训的机会认真学
习，吸取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为后续扶贫工作奠定良好的
基础。

学校助力

攻坚克难有底气

我校高度重视对三联村的乡村建设和扶贫工作，2014 年
5 月，我前往三联村任职时，相关校领导带领新老第一书记到
三联村交接工作，并指导开展乡村建设和扶贫工作。12 月 17
日,相关校领导率学校相关单位负责人到三联村开展扶贫调
研，并捐款捐物，还为三联小学更换一面五星红旗。
我所在的单位林学院也高度重视对三联村的支持，2015
年 1 月 27 日，由院领导带领专家组到三联村考察指导工作，
特别对三联村的核桃种植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建设性指导意
见，并向三联小学捐赠儿童读物。11 月中旬，林学院再次组
织教职工向三联村捐赠床上用品、衣物、食用油等物资。
国际学院向三名贫困励志学生颁发“中加助学金”。体育
学院捐赠体育器材一批。新闻与传播学院出资捐建一块宣传
栏。实验设备处捐赠三台电脑和四张电脑桌。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捐赠档案柜、档案盒、被子等物资。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捐赠一头种猪。网络中心向三联村床上用品、毛巾等物资。
先后有林学院、土木学院、电气学院、体育学院等单位
学生组织到三联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学习，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小学生的假期生活。
为纪念广西大学与三联村的友谊，双方在三联村公路旁
建设一座友谊碑。

看望孤儿并赠送慰问品 （右一）

带三联村学生逛商场给孩子买礼物 （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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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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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
）

举办核桃种植现场培训会 （右一）

冒雨调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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