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第一书记徐磊（右）走访群众。
（受访者供图）

“改变家乡的面貌，不应该只等国
家的政策支持……”7月1日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98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祖国”全国巡回
宣讲团走进吉林中车长客、中国一汽
开展宣讲活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重庆市巫山县当阳乡党政办
主任严克美再次袒露心迹，“靠着吸收
家乡养分成长起来的我，更有天然的
责任去建设家乡！”

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到村支
书，再到贫困村第一书记，如今，严克
美已成长为党的十九大代表。但严克
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始终没有忘
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回村带领大家改变贫穷
的面貌”

严克美的家在当阳乡红槽村，她
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2008年大学
毕业后，严克美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
作，“一次与父亲通话，他说村支书辞
职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我就
有了回村的念头。”

当阳乡到巫山县城有120多公
里，红槽村地处海拔 1100 多米到
1600多米的坡谷地带，自然环境恶
劣。严克美的决定让母亲哭了，“她当
年上大学的学费是我们挨家挨户去借
的。好不容易通过读书走出了这穷山
沟，眼下又要回来……”

“相比大都市的繁华，老家太穷
了，我要报答父老乡亲，回村带领大家
改变贫穷的面貌。”严克美毅然回到村
里，鼓起勇气向乡领导表达了想当村
支书的愿望。乡里给了她两个月试用
期。

两个月，严克美干了三件事。一
是到每个村民组召开民主评议会，让
那些真正困难的人吃上了低保；二是
说服村民支持原本规划从红槽村经过

的大九路（巫山县大昌镇当阳乡到湖
北大九湖镇）改道走当阳大峡谷；三是
通过走访调查，交上了一份《红槽村发
展报告》。

“人黑了、瘦了，但她通过了试用
期。”时任当阳乡党委书记贺伟说，严
克美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与能
力，交出了一份满意的转正申请。

“2009年1月，严克美正式担任红槽村
党支部书记。”

走马上任后，严克美又干了四件
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大烤烟种植
面积。红槽村土质、气候、海拔高度适
合烤烟生长，乡里计划在红槽村发展
900亩烤烟，但村民却不愿种。

严克美就让父亲带头将烤烟规模
从10亩增加到20多亩，同时又动员
村里的亲戚扩大种植规模。村民们见
状也纷纷行动，全村很快完成了规划

种植面积。
严克美了解到，村民不愿种烤烟

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像样的公路，烘烤
烤烟的煤炭和卖烤烟都得靠人力背。
于是，她又多方筹措资金，带领村民投
工投劳将原有的机耕道路基拓宽、路
面填平。严克美带头挖土方、抱石头，
双手打满了血泡，常常端不起碗、拿不
动筷子。

第三件事就是找水源修水池。严
克美与其他村干部攀悬崖、钻树林，最
终找到6个水源。然后，她率领全村
青年党员干部进山挖管道。奋战5个
月，山泉水终于引进了村民家的水缸。

第四件事就是带头养山羊。严
克美先喂养了100只种羊，摸索养殖
经验，同时为村民提供羊崽。后来，
山羊成为了红槽村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

“她改变了红槽村。”红槽村村主
任伍仲林说，到2012年，红槽村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2008年的2900元增加
到了7000多元。

“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
越好的！”

7月2日，当阳乡玉灵村九组倒钟
坪（小地名）望景山庄又迎来了一批游
客。望景山庄的老板李正财以前在外
打拼，前年回到村里投资100万元建
起了农家乐。

现在，倒钟坪成了乡村旅游和乡
村振兴的市级示范点，一共建了13家
农家乐，游客越来越多。李正财说，

“我们吃上旅游饭，还得感谢严书记。”
因为工作突出，2013年，严克美

通过从优秀村干部中招录公务员的考

试，成为当阳乡党政办主任。新一轮
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后，乡里安排严
克美到玉灵村担任第一书记。

玉灵村幅员面积19平方公里，海
拔在 380米到 1500米之间，坡度陡
峭，村民除了种“三大坨（红苕、玉米、
土豆）”填肚子，绝大多数青壮年都靠
外出打工谋生。

“我们可以发展脆李、核桃。”严克
美经过深入了解后，提出了精准脱贫
方案。玉灵村立体气候明显，适合种
植板栗、核桃、脆李等，但全村山高谷
深，海拔1100米的山上根本不通车，
所以村民担心果子不好卖。

当时，大九路正在修建，正好要穿
过玉灵村，而且玉灵村还是当阳大峡
谷进入当阳乡的第一个村，倒钟坪正
处于峡谷口上。严克美告诉大家，这
条路，一头是神农架景区、一头是小三
峡景区，中间还有当阳大峡谷，路通后
游客来旅游就会购买大家的农产品。

慢慢地，玉灵村脆李种植面积达
到832亩，板栗也达到1404亩，另外
还有核桃150亩。现在，巫山的脆李、
板栗、核桃等山货早变成了“网红”。

2017年，严克美参加党的十九大
后回到玉灵村，在倒钟坪向村民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倒钟坪很适合
发展乡村旅游……”面对乡亲们，严克
美摆事实、讲政策，从周边的景区到当
阳的交通，再到倒钟坪的区位、资源优
势，以及党和政府发展乡村旅游的帮
扶政策，全讲了个遍。她鼓励大家，

“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
李正财就是这次听了严克美的宣

讲后决心返乡创业的。他告诉记者，
严克美当时描述的愿景现在在倒钟坪
慢慢变成了现实。

就在2017年，玉灵村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8600 元，较 2014 年增加
2800多元，贫困户只剩下5户12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0.99%。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

“非常牵挂仙桃李的销售。”6月

15日，严克美从深圳出差回来，并没
有急着赶回巫山家中，而是直奔渝北
区古路镇乌牛村。

严克美的工作和家人都在巫山，
她为啥还关心渝北区乌牛村的事
呢？这还得从她参加重庆市乡村振
兴报告团说起。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重庆市迅速组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
乡村振兴报告团，杨大可、晏洲、简义
相、严克美、彭阳、张雪6名在基层干
事创业的年轻人深入全市各地开展
巡回宣讲，把乡村振兴的精神传遍了
巴渝大地。

“不但要做乡村振兴的宣传员，更
要当好实干家、带动者。”乡村振兴报
告团一边宣讲，一边经常深入乡村帮
村民做产业规划、进行技术指导、传递
先进理念等。他们发现无论是青年朋
友，还是他们自身，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还存在很多短板。报告团成员最
后决定一起干点事，把报告团变成实
践团！

就在此时，乡村振兴报告团接到
乌牛村党总支书记阙兴国的“求救”
电话——2018年，全村500亩仙桃李
出现了销售困难。经深度考察后，报
告团成员决定帮乌牛村做大做强仙
桃李产业。

“她经常到乌牛村走访村民。”在
乌牛村，报告团成员作了分工，严克美
负责群众关系协调与政策咨询。阙兴
国说，严克美只要节假日有时间，总会
到乌牛村和村民一起谋发展，“乌牛村
的老百姓也喜欢她。”

严克美介绍，乡村振兴报告团打
算与当地干部群众携手，把乌牛村打
造成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引导、吸引、
带动各类青年人才到农村基层干事创
业。

一只“大雁”的归来说明不了春
天，但当一群“大雁”回归田园时，美丽
乡村的春天就真的来到了。当选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后，严克美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经常鼓励大学生、年轻干
部到农村去，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奔小康。

在严克美的带动下，妹妹严克琼
放弃重庆主城的工作回到当阳做了一
名教师；同学胡华回到红槽村带领村
民发展产业；史学海、杨建国、刘琼、陈
宗学等当阳籍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
也陆续回到家乡谋发展。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全国脱贫攻坚奖”“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面对
众多荣誉，严克美说，“我没有忘记自
己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带动乡亲们
脱贫致富奔小康。”

严克美坚持做乡村振兴实干家带动者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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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
贺词里说：“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
一线的同志们，280多万驻村干部、第
一书记，工作很投入、很给力，一定要
保重身体。”

第一书记既是中央政策的落点，
又是精准脱贫的支点，还是精准脱贫
中联通上下的中坚力量。在重庆，就
有这样一群第一书记：他们扎根农村
听民意，扑下身子解难题，笔尖心尖记
民忧，是飘扬在最基层的党旗，向贫困
发起“最后一战”。

用脚步丈量民情
随时监测贫困村贫困户情况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所以第一书
记们的战斗，就从一次次用脚步丈量
民情的走访中开始。

6月27日清晨，群山环抱的奉节
县永乐镇白龙村在第一书记徐磊的脚
步声中苏醒。

困扰白龙村的主要问题是水，这撞
到了徐磊的“枪口”上。他找自己的单
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要
到了150万元资金，新建了5口水池。

“但今年我们这里没怎么下透雨，
蓄的水不多，所以我们到处找水。”他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2017年7月，34岁的徐磊被选派
到白龙村担任第一书记。一名外来干
部，又年轻又说普通话，一些村民自然
很轻视他，有时还给他“冷板凳”坐。

徐磊明白，靠嘴皮子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还得看实际行动。于是，他
沉下心来把村子里跑了个遍，村里的
优势是什么，短板在哪里，都了然于
胸。一次开村民大会，他把自己了解
到的情况和盘托出，让不少村民刮目
相看。

万州区龙驹镇分水村第一书记邓
雪梅从小生活在城里，对农村工作并
不熟悉。一年半以前，邓雪梅在分水
村走马上任，到村第一天她的心就凉
了半截：分水村位于偏僻地带，与云阳
县泥溪镇接壤，从龙驹场镇出发到分
水村，坐车要近一个小时；进村的路不
仅窄，而且到处坑坑洼洼；全村没有支
柱产业，大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
多是老人小孩。

“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不要紧，关键
是要与村干部、村民们打成一片，和他

们以心交心。”邓雪梅迅速转换角色，
和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到田间地头
与村民开座谈会，寻找阻碍分水村发
展的痛点和难点。为了熟悉村情，邓
雪梅一个月里有20多天都在走访贫
困户，磨穿了两双鞋子。

改变贫困村的落后面貌，既是上
级赋予的政治任务，也是村民们多年
来的期盼。第一书记就像贫困村里的
体温计一样，监测着各个贫困村、贫困
户的动态情况，系统掌握贫困群众的
第一手信息，为实施精准扶贫提供了
基础。

大展拳脚解难题

为贫困村带来“看得见的变化”

脱贫，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中央

和市委的大力支持，以及农村的广阔
舞台，给了第一书记们施展拳脚的空
间。

南川区西城街道会峰村第一书记
付登伟在区农委农技推广中心干了八
年，是土壤测配方面的专家。去会峰
村不久，他就发现农业种植是村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但采用的还是传统种
植方式，存在盲目施肥等情况，既对环
境有影响，也浪费资源。

要想改变村民传统种植方式，就
要进行专业培训。付登伟主动联系区
农委，邀请农技专家在村里开办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班，围绕粮油、蔬菜、果
树等产业开展生产经营、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的专业技能培训。

付登伟驻村后，前来会峰村讲课
的专家就有20人之多。可专家们的

授课，老百姓也不一定完全能听懂。
于是付登伟便成为了常驻专家。一台
笔记本电脑就是付登伟的教学工具，
村民家、田坎旁、村委会到处都看得到
他“上课”的身影。

开州区大进镇双龙桥村基础设施
十分薄弱，尤其是路和水这两个问题
的解决都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对于该
硬化哪儿、该在哪儿修水池，群众也争
来争去。

“蚂蚁搬家慢慢来，一截一截斗
拢。”该村第一书记陈川说，他们一段
一段地推进，从1.5公里到1公里甚至
900米，虽然是一种权宜之法，但能让
村民看到希望。目前，双龙桥村已完
成道路硬化20余公里。

事实上，在各个贫困村，驻村第
一书记都带来了很多“看得见的变

化”。丰都县都督乡梁桥村第一书记
冉若男，用送教上门的方式，为患有
巴氏症无法正常上学的贫困户子女
李建平圆了上学梦；彭水县桑柘镇东
风村第一书记孙林，为村里争取到
950万元资金，推进了17公里村级公
路硬化、3公里通达路建设、17公里
便道完善；綦江区石壕镇万隆村第一
书记令狐克军，带领村民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及糯玉米和方竹笋等产业，把
曾经的“穷山恶水”变成了“金山银
水”……

在驻村过程中锤炼本领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暖人心

第一书记到贫困村，不仅肩负着
帮助贫困村脱贫摘帽的使命，也是一

次直接改变党群关系的绝佳机遇。是
不是“走过场”，群众一眼便知；是不是
真干事，群众心中明亮。

酉阳县财政局干部王建新到该县
双泉乡箐口村任第一书记。几年过
去，王建新在村里写下3本民情日记，
助推3个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不但群
众对他更亲近了，他也在驻村过程中
提升了工作能力。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袤
的农村好比“练兵场”，不少第一书记
在驻村过程中增长了见识、锤炼了本
领。

来自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彭光
明在彭水县大垭乡驻村一年多时间
里，自学并拿到了摩托车驾照，掌握了
核桃种植的各种技术，习得了如何杀
鸡、去毛、真空封装的本事，村民笑称，

“如果彭书记再干几年，可能要成为
‘全才’。”

脱贫之后要避免返贫，第一书记
离开之后怎么办？如何打造一支“不
走的扶贫工作队”？

不用组织动员，一些人已经用自
己的行动做出了表率。

2018年，黔江区沙坝乡木良村第
一书记肖鸣的两年任期已满，本可以
回主城的他却选择留了下来，“离
2020年不到两年了，我们村虽已完成

‘脱贫摘帽’目标，但是从脱贫到乡村
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的过程
中还有新的问题出现。我是来解决问
题的，不能把鲜花和掌声带走，把问题
留下。”

不愿意走的还有很多很多：石柱
县中益乡华溪村第一书记汪云友身患
甲状腺结节，几乎失声，但医院的检验
结果还没出来他就溜回了村；奉节县
平安乡林口村第一书记高紫阳，母亲
骨折住院21天，他只陪了4天就匆匆
返回；秀山县隘口镇富裕村第一书记
赵茂兴，儿子一年没回来看他一次，他
都一点不担心，但村里的核桃树两三
天不看一次，他就不踏实。

一名第一书记在扶贫日志上写
道：“修通一条路，开发一片地，扮靓一
片庄，发展一个产业，建设一个坚强阵
地。”这或许也是每个第一书记的心
声。这么多人满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
爱，这么多干部与群众一起奋斗，正是
重庆高质量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底
气所在。

助力重庆脱贫攻坚 第一书记们这样干
本报记者 颜安

黔江区沙坝乡木良村第一书记肖鸣（左）上门了解蚕农生产和防疫情况。
（受访者供图）

4月14日，渝北区乌牛村，严克美（右二）在村民家中收集产业发展建议。 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