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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庶冰，原文学院办公室主任，2015年选派担任百

色市那坡县城厢镇百林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驻村两年来，黄庶冰笃定地扎根基层，以饱满的热

情、顽强的精神、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克服困难，创新理

念，激活方法，扶持党建惠民、扶持基建利民、扶持产业富

民，把艰难的扶贫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得到了

村民的盛赞。

摸清村情理思路
黄庶冰与三农有着不解之缘。他生于农村、长于农

村，读书也在农学院。1996年，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作为

自治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队员，他也曾经到百色市

田林县平塘乡龙歪村驻村工作一年。曾经的经历，不仅

让他对农村充满了感情，也给他积累了一定的农村工作

经验。但这次作为“第一书记”，从城市到农村，从办公室

到田间地头，从手握笔杆到拿起锄头，生活环境和工作方

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优越感和放松心。他深知，唯有及时转变思

想观念，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进入角色，沉下心去，做好调研，摸清村情，理清思路，才能制定

并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因此，驻村工作两个月内，黄庶冰通过进村入户走访、召开

村级和各屯座谈会、实地观察考察、与专家能人交流、摸底等多种方式对百林村的自然条件、经

济、文化等村情村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在多次论证、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份百林村调研

报告。在这基础上，他还针对百林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会同村“两委”，以及县、镇工作队员

进行讨论、分析，初步形成了百林村的5年发展规划框架。对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做到心中有

数、胸中有谱、手上有招。

教育帮扶暖民心
百林村设有1所完小，1个教学点，共有教师5名，学生139人。入村伊始，黄庶冰对百林小学

存在的教学设施条件简陋，学生缺少冬衣、被褥，没有热水洗澡等困难，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并决

心做在实处。 2015年11月以来，经过积极筹划、组织、协调，他共为百林完小组织了16场（次）大型爱心捐赠活

动，筹集各类社会爱心捐款3 0万余元，主要用于改善小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设立和发放贫困生、优秀学生的奖

助学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4月，百林完小成为那坡县第一所能提供全天候太阳能热水的乡村小学。

教育帮扶并不是“十一有一低”脱贫摘帽指标中的硬性指标，但在百林村，黄庶冰正是以教育帮扶暖民心为

工作切入口，通过普普通通的教育帮扶活动，让孩子们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关爱、关心和帮助。

同时，第一书记为民办实事、为学校解困难的善举，也通过学生家长分享到给了全村各家各户。

黄庶冰在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正是通过爱心帮扶行动，我与百林村群众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群众们

在路上都热情地招呼我黄书记好！不管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群众经常热心地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干群

关系搞好了，第一书记在村里有威信了，后面的工作自然顺利多了，毕竟，中国老百姓是很讲感恩、讲报恩的。”

基础设施抓交通
黄庶冰刚到时，百林村由于地处偏远，全村十个自然屯仅通沙石路，村级主干道最后5公里也不通水泥路，仅

是一条宽约5米的泥巴山路。路不通、路难走成了制约百林村经济发展的拦路虎。怎么办？

要想富，先修路。尽快落实修通村主干道和到各屯间的水泥路成为第一书记驻村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百林

村群众当前最急切盼望的民生工程。因此，入村开展工作的前半年，黄庶冰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修路要钱，为

修路讨钱。

近两年来，黄庶冰多次积极联系地方有关职能部门，主动配合和协调县财政、交通建设等做好项目的规划设

计，并跟踪、落实建设工作。经过努力，共争取到1100万元的资金投入百林村的村级路、屯级路、产业路以及屯内

巷道硬化工程建设，目前已经完成投资705万元。

现在的百林村已经实现了村级道路水泥硬化，全村10个自然屯有8个屯也完成了道路水泥硬化。交通条件

的大改观，极大方便和改善了群众的生存条件、生产条件、生活环境。

通过抓基础设施建设，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忧，困扰百林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终将在今明两年得到

彻底解决。群众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产业发展是重点
百林村产业结构单一、发展路子窄。全村群众经济收入主要靠传统种养、外出劳务。贫困村要脱贫，关键要

培育产业。为了选准产业，黄庶冰先后邀请学校的十多名专家、教授，多次进村实地调研，为脱贫致富问诊把脉，

找准脱贫致富路径和突破点，围绕那坡县产业发展规划进行科学的项目选定和规划。

经过这两年对示范户的扶持、对示范点的培育，以及孵化示范基地的建设，百林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逐渐

形成了以种桑养蚕为主，重点发展黑母猪养殖和林下养鸡为辅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

种植方面，新推广种桑450亩，发展种桑养蚕户40户186人，其中，贫困户20户92人。此外，还引导

群众新种示范油茶林150亩，红心蜜柚100亩，中草药牛大力示范基地20亩，西贡芭蕉示范基地20亩等，

共惠及到贫困户30户142人。百林村桑园获得那坡县综合产业（桑蚕）示范园区立项建设。

养殖方面，大力推进隆林黑母猪养殖，引导、扶持新建设2家小型示范黑母猪养殖场，带动全村12户

群众（贫困户6户）发展养殖母猪。目前，据不完全统计，12户养殖户的成年母猪存栏数为150头，仔猪销

售和存栏总数超过400头。扶持建设了4家小型养鸡场，带动6户贫困户养鸡，林下生态鸡最高时的存栏

数达3000尾。另外，还引导农户拓展产业范围，扶持建设了一家面积300平方米小型豪猪和竹鼠示范养

殖场，目前豪猪存栏数90头，竹鼠50对。

“群众有可持续的增收，才是真正的扶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上述产业的效益逐步显现，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增强，产业脱贫在百林村正逐渐变成现实。

大力发展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着力培育“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

建设一批专业合作社（组），促进农民大幅增收。“既要为他们‘输血’，还要让他们能‘造血’。”因地制宜，

选准产业项目，实施产业脱贫无疑是一条最好的路子”——黄庶冰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实践的。

因为工作出色，黄庶冰先后被评为那坡县优秀第一书记、百色市群众满意的第一书记、自治区

2016-2017年度“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优秀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等。

（作者系新闻学院2015级学生）

胡俊杰，物理科学与工程技

术学院党委副书记，2016 年选

派担任百色市那坡县城厢镇永

靖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蜿蜒曲折的山路盘绕在一

座座海拔并不高的山峰上，路面

布满了细碎的沙砾和形状各异

的石块，走起来很硌脚。人们依

次排队，像蚂蚁一样往大山里移行，若有其中两人偶尔要并排聊点悄

悄话都稍显拥挤。山脚到山顶若隐若现点滴的翠绿，仿佛全是用石

头垒成的小山。盘山小路延伸一小段就被山峰遮住，再走几步又是

一段小山路，再经过几个转弯，永靖村分布稀疏的民居终于出现在眼

前。

两年多来，就是在这个村子，胡俊杰走遍了山山水水、沟沟岔岔，

跑遍田间地头、猪圈羊舍，访民情、听民声，记不清吃了多少闭门羹，

踩过多少泥泞路，更数不清腿上划出多少道血痕。

而他笃定地坚持了下来，并把这份工作做得有模有样。

胡俊杰被选派到永靖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时值冬天，看到

选派通知的我手心冒汗，很高兴也很忐忑。”正月十五一过，胡俊杰就

在家人的目送下乘上了前往百色的班车。

“老胡，我以为我分配到的扶贫村已经很贫穷很落后了，没想到

你这里更艰苦。”胡俊杰笑了笑，他没说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眼前的景象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送行的朋友拍了拍胡俊杰

的肩膀，“你向来是迎难而上的人，相信你！”

永靖村有13个屯，每个屯聚居在一个小山窝里。胡俊杰站在进

村的路口——能俯视13个屯的最高点，放眼望去，他张开双臂，“我想

要把这个分散的小村落拥入怀里并揉和得更紧密。”他深深吸了一大

口清新的空气，随即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村子。

体民情、懂民意，是做好扶贫工作的前提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我印象中的农村没有那么贫穷。去

之前我在脑海里幻想了很多遍将要与我共命运的地方是什么样，但

没想到那里的环境会那么艰苦。”是什么拖住了永靖村发展的后腿？

是什么阻挡了永靖村走向富裕的步伐？又是什么封闭了这个毗邻县

城的小村庄？胡俊杰开始了不停地探寻。

胡俊杰拿着县里给的家庭经济评价表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

走访一圈后，他总结出症结所在，一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贫困高

发。山高、路远、人稀导致村民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饮水难。二

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村民思想保守。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文

化教育程度低，村民思想保守、素质不高、安于现状，普遍存在“等、

靠、要”思想。三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穷根难断。生产条件差、市

场对接远、收入微薄，居住条件难以改善。

“必须和村民交心，和他们做朋友，不然我的工作没法开展。”胡

俊杰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扶贫工作，有时到屯入户一谈就谈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当中。看到村民们逐渐明白党的

政策，胡俊杰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干。”

和胡俊杰交了朋友的村民时不时会向这位第一书记吐露自己的

心声，“国家下发的补助，为什么他家的比我家的多。”这时胡俊杰会

给他们耐心讲解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并鼓励村民不要光靠国家扶持，

自己也要振作起来。在他的感召下，渐渐地，有的村民也会主动请求

帮扶，积极劳动脱贫。2016年，永靖村脱贫14户，共44人，2017年脱

贫1户，共5人。

定角色、明职责，是做好扶贫工作的根基
胡俊杰时刻牢记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言苦，不畏难，全身心投入

工作是他不变的行动。

2017年7月13日凌晨3点，学校捐赠给永靖村贫困户的5000羽

种鸡运抵村里。为了保证鸡苗存活，胡俊杰带领村“两委”干部和部

分村民，以及学校22名参加暑期实践的学生，从早忙到晚，将一笼一

笼鸡苗送到贫困户家中，直到晚上11点，300多笼鸡苗终于派送完成。

在履职第一书记的两年时间，他几乎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甚至更

少，和家人聚少离多，很少能照顾到家里。村里没有通讯信号，工作

结束回到县城已经太晚，胡俊杰就采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寄托思念。

任职期满，当他把一本厚重的、沉甸甸的笔记本交到父母和爱人手上

时，家人激动得一页页翻阅，“感谢家人的支持，希望这本笔记本可以

替我聊表心意。”

胡俊杰的小孩还在上小学，每个寒暑假他都会代表全家人去永

靖村看望胡俊杰。“他的适应能力超乎我的想象，有点我的影子。”谈

到小孩，胡俊杰露出欣慰的笑容。

干中学、学中干，是做好扶贫工作的法宝
胡俊杰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当学生”。他说，要想当好“第一书

记”，就得先当好一个学生，拜农民群众为师，拜党员干部为师。要

多与农民群众交流谈心，多请教农村工作的方法、经验，用真诚换取

村民对你的信任和支持，这样才能逐步弄清村内各种问题的来龙去

脉，掌握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方案、开展工

作、解决问题。他对于每一位前来反映问题的村民都做到了思想上

重视、态度上随和、言语上委婉、行动上热情。

两年的任期很快接近尾声，得知胡俊杰即将离任的村民纷纷来

到村部找他聊天。“书记，两年前是你主动到我家和我聊天谈心，帮

扶我、开导我，今天也不是我第一次主动找你，但可能是最后一次。”

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胡俊杰都会久久沉浸在回忆之中。在心

里，村民不把他当外人是他最大的满足。

办实事，解难题，是递交扶贫工作的答卷
两年期间，胡俊杰以解决和巩固贫困群众脱贫奔康为目标，团结

带领永靖村党员干部群众，以富民强村为己任，深入群众，体察民情，

真帮实扶，为民解忧，抓班子，带队伍，兴产业，促发展，在整村推进扶

贫、易地扶贫、产业扶贫、基础工程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顺利完成了2016、2017年贫困户脱贫任务。

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村屯交通环境和农户生产生活条件；

创新方法，贴心服务改民生；创新理念，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发展新途

径；培育主导产业，改善产业结构，为贫困户排忧解难；常抓不懈，治

理环境，建设优美乡村。通村公路5.5公里，通屯公路4.5公里，产业

帮扶养鸡7000羽、母猪40头、黄牛35头、鸭子2000羽，种植中草药山

豆根120亩……全村范围内重新规划布局建设了7个垃圾池，修缮7

个既有垃圾池，建设厕所2座，规划建设太阳能路灯45座，已建成35

座，投入资金16万元……

两年来，永靖村党支部被评为2017年那坡县城厢镇“先进基层党

组织”，胡俊杰先后被评为那坡县“优秀第一书记”、那坡县群众满意

的第一书记、百色市2016-2017年度“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

优秀个人。

“书记，什么时候来指导我建猪栏。”如今，已经回到学校工作的

胡俊杰，手机里时不时还会收到这样的信息。

（作者系新闻学院2015级学生）

黄宏伟，纪委办公室、监察室正科级秘书，2015年选派担任百色市那坡县城厢

镇者仲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微雨后的清晨，氤氲的雾气漂浮在云韶山区，山上生机盎然。像往常一样，在者

仲村养牛大棚中总看到黄宏伟的身影。黄宏伟在村里通过推动肉牛产业发展，充分

带动种桑养蚕和板蓝根种植，让村民意识到要致富，就要依靠产业，不能完全依靠传

统的农耕方式，掀起了者仲村发展产业的新高潮。

三盆冷水的洗礼
者仲村地处那坡县城西南17公里处，属石漠化较为严重的大石山区，平均海

拨在1200米左右，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中除四季外，主要分为旱季和雨季，被国

家定为深度贫困村。村民都居住在海拨1100米左右的半山腰以上，树木不多，人畜

饮水全都是望天水。全村耕地近1100亩，其中旱地700多亩，人均耕地不到0.8亩，

且分散、不连片，农作物主要为传统的玉米和水稻。全村找不出一块篮球场大小的

平地，每到雨季四处塌方。村里有5个自然屯，319户人家、1368人。在黄宏伟的第

一印象中，者仲村除了山还是山，是一个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是第一盆冷

水。但既然选择了担任者仲村的第一书记，黄宏伟深知，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

种“不适合”，不能退却。

“只有让老百姓看到好处，老百姓才会从心里跟你干”。这是黄宏伟的驻村心

得。但刚进村的时候他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都感觉他是“下车伊始”，在忽悠大家。

“最困难的是动员农户搞产业，当时我重点推的是种桑养蚕。有一户农户，我到

他家时，他也带我去看耕地，说这里准备用来种桑树了。谁知，过几天我再去找他

时，他却已经外出打工了。我当时都楞了。后来打电话给他，‘书记啊，不好意思，我

去打工了。’当时我的心情就像豪情万丈中被人一下子泼了一盆冷水，很难受。”但

他转念一想，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便鼓励自己：耐心点。

还有一盆冷水，他感到的不是冷，而是暖。他回忆微笑着当时的情形。当初他

兴冲冲回家跟爱人说，今天我报了“第一书记。”爱人瞪了他一眼，“都50岁的人了，

去当什么第一书记，是不是烦我了，想离我远点？孩子现在初一，等你回来他就要中

考了，你是不是想一走了之，把责任都扔给我啊？”他当时一愣，然后陪着笑脸做妻子

的工作，最后她扔下一句话：“去就去，别给我丢脸。”从那时起，黄宏伟心里暗下决

心，不但不能给老婆丢脸，更不能给广西大学和全校师生丢脸。

用心融入村民
尽管也有沮丧，但这三盆冷水更加坚定了他扶贫工作的决心，因为他知道自己

是做什么的，所以他一样起早贪黑继续着自己工作。

黄宏伟经常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到村民家中，或商量村里的新产业，或帮贫困户

收集和传递资料，“村民一般很早就出门劳动，所以我会早早起来赶到村民家里，这

样不会耽误他们的劳作时间。”黄宏伟笑道。

经过一段时

间的交往，尤其

在看到养牛场真

的办起来后，很

多农户认可了他

是干实事的人，

也就陆续跟着他

干了。

“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向书记反映。”对村民们来说，黄

宏伟不仅是带领他们脱贫的第一书记，也是生活上的朋友、

家人。“和村民的交往过程中，彼此感情之间的升温让我感

到特别欣慰。”黄宏伟感叹道，有一次，他一大早赶到村民家

中送扶贫材料，一进门就看到村民正在杀鸡，黄宏伟觉得奇

怪，今天是什么节日吗？原来，村民为了感谢他长期以来的

辛勤付出，特地做菜招待他。这不仅让黄宏伟心头一暖，“感动我的不是美味的饭

菜，而是村民的心意和情感啊。”送完材料回到这户村民家里，大家一起吃饭，他特地

喝了满满一碗鸡汤才离开。

农户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辞藻来表达感谢，可当农户们知道

黄宏伟要离任的时候，他帮扶的农户拉住他的手说的一句“书记啊，我不想让你走”，

让黄宏伟念念不忘。

肉牛产业带动新产业
“扶贫不是一锤子买卖”。

者仲村之前没有任何产业，黄宏伟首先要找准一个产业做引领，以此为突破口，

以点带面带动其他产业项目的发展。

2016年春节过后，黄宏伟在入户了解民情的过程中，听到村支部书记说他们屯

有个农户想种草养牛发展肉牛产业。黄宏伟一听，“有办法了，这就是我们村发展产

业的一个突破口啊”，他当即让村支书带他去找该农户。

当他们来到马拨屯的一个荒坡时，远远就看见一台勾机轰隆隆地在平整坡地，

旁边有一个人正在指挥其他村民干活。村支书说：“他就是我们村的致富能人黄家

龙，前几年外出务工，挣了一些钱，现在准备带着几户村民种草养牛。”黄宏伟过去一

看，这位能人40岁左右，瘦高个子，脸显得有些黑，眼睛却很有神，看起来十分精神，

第一印象是个实干人。黄宏伟的心随即一下子亮了起来，“这不就是我想要找的产

业带头人吗？”

很快，养殖场建设起来了。有一次半夜村里刮大风，当时在建的养殖场还没有

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里面三十多头牛都冻感冒了，不停地拉肚子。黄宏伟第一时间

想到了学校的养牛专家。他马上咨询了我校动科院的广西首席肉牛专家韦英明教

授，在韦英明教授的指导下，村民给牛买药喂药，不到几天，牛的感冒好了。“这些牛

现在都很健康，就是有两头感冒期间瘦了几斤。”黄宏伟幽默地说到。

当年6月在黄家龙在动员下，又有15户农户（其中10户为贫困户）自愿入股53.5

万元，通过县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者仲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村民合作社——“那坡县

者仲养牛专业合作社”。

截至2017年10月，合作社已建起2000平方米的牛棚，内设有青蓄池8个近240

立方米，150平方米草料加工棚，及其他附属设施，肉牛存栏86头，种植牧草近200

亩，基本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肉牛养殖场，已先后销售肉牛30多头，获得经营收入近

3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6万多元。合作社通过聘请劳务的方式，使得到牛场工作的

30多名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增收6000多元。

肉牛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让村民们认识到，第一书记的真诚和能力，村民们对

黄宏伟越来越信任，也对产业脱贫越来越有信心了。

在肉牛产业的带动下，者仲村的种桑养蚕、种植紫背板蓝根等产业也得到了陆

续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者仲村在产业发展上从无到有，以养牛和桑蚕为突破口，从

2016年到2017年底，种桑养蚕的农户从1户变成了现在的14户，其中有8户为贫困

户，种桑面积从20亩变成了现在的265亩，在2017年里户均养蚕收入为6000多元。

另外，还种植了紫背板蓝（中草药）350亩，油菜花180亩，贫困户的参与度由原来的

11户发展到现在的48户，掀起了该村发展产业的新高潮。

农村工作跟学校不一样，很多东西都得认真去学，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深入思

考。这是黄宏伟对自己“第一书记”的总结。 （作者系新闻学院2015级学生）

（上接第三版） 啃最难啃的硬骨头
——记永靖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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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个村的“牛”事业
——记者仲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黄宏伟

陈奕萱 曾思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