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超

牛艳波：从“打工仔”到“技术牛人”

———记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桂庆杰

他，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
就是二十余载， 从负债40余万到
人均年收入已达到3万元， 从家
家门前水沟不通、 私搭乱建到成
为农村社区化典型， 平凡的岗位
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眼下， 这
个 “当家人” 带领两委班子走出
了一条 “党建+村庄治理” 的发
展新模式， 正在全力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 他就是2019年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 大兴区黄村镇桂村
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桂庆杰。

带动村民致富
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桂庆杰担任桂村党支部书记
之初， 全村负债40余万元， 固定
资产百万元， 针对当时情况， 他
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贫穷落后面
貌。 结合自己大学所学的金融知
识， 基于对桂村地理位置、 布局
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 他认为要
想繁荣村域经济， 推动桂村经济
发展， 就要努力发展第三产业。

20余年间， 桂村不断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 并解决了村里剩余
劳动力100余人。 通过土地的有
偿租用等方式， 加快了兴村富民
的步伐 ， 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 2018年， 桂村人均收入已达
到3万元， 拥有固定资产上千万、
流动资金千万元的经济大村。

眼下， 桂庆杰正在带领两委
班子谋划着桂村更大、 更长远的
发展。 拆迁腾退出来的集体建
设用地正准备上市， 镇里已经
成立了联营公司， 不久的将来，
将根据镇里面统一规划， 做大产
业共同经营。

村子现在富了， 农民也富裕
了， 但桂庆杰仍然保持着艰苦奋
斗、 廉洁自律的好传统。 桂庆杰
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在
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他工作二十
余载， 没有发生过一次违法乱纪

现象。 对于自己的家庭成员， 更
是严格按照党和政府的规定要求
办事 。 村子里多年来无一人上
访， 无一刑事犯罪， 全村百姓都
为此受之感动。

廉洁从政严格要求
实在办事让群众满意

村民都说： “是村党支部带
领我们走上富裕之路， 他们是心
底无私的好干部。” 这句认可的
话 ， 在桂庆杰听来却是一份责
任： 老百姓的眼睛是亮的， 实践
证明， 只要实实在在为村民办事
才能得到认可， 上级精神就能够
得到有效地贯彻和落实， 真正做
到让党组织放心， 让群众满意。

在桂村， 村干部上下班、 休
假日都有制度， 必须要按所规定
的 时 间 走 ， 违 反 规 定 有 相 应
的 惩 罚制度 。 村班子有位委员

因家中有事， 超过了全年规定的
假日， 年末被扣工资300元 。 有
人找桂庆杰说情： “一扣钱就把
人得罪了， 算了吧！” 桂庆杰说：
“这是制度。 我们是干部， 就应
该执行。”

桂庆杰总是对党员干部和普
通党员强调： “要得到群众的认
可， 首先， 认识要到位。 要明白
我们手中的权利是谁给的。 不能
当了村干部， 就认为自己是村里
的一把手，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干部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不能
有私欲。 其次， 工作上要务实。
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为群
众谋福利， 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 不管对待哪一项工
作 ， 要一办到底 ， 不能表面应
付。 特别是向群众承诺了的事，
必须说到做到， 有诺必践， 取信
于民。 最后， 作风上要律己。 要
想挺直腰杆说话， 前提是要有一

身正气 ， 要时刻约束自己的言
行， 不光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
己身边的人 。 如果一碗水端不
平， 就容易引发矛盾。 尤其在选
人用人以及利益分配等敏感问题
上， 我们更应该公平公正， 不能
任人唯亲。”

启动安全治理行动
从党员开始率先垂范

桂村， 地处大兴新城东部偏
南5公里处， 六环路边缘， 典型
的城乡结合部， 但走进这个村，
整洁的环境、 井然的秩序， 很难
想象这是一个流动人口远大于常
住人口的 “城中村”， 智能充电
站、 文化广场、 乡情村史陈列馆
……这几年， 村里翻天覆地的变
化， 已经成为了兄弟村庄前来取
经的农村社区化典型。

2018年， 是桂村环境整治大
变样的一年， 这一年也被桂庆杰
称为在桂村的安全治理年。

从6月1日起， 桂庆杰带领党
员干部 “坚持大干一百天” 启动
村庄安全治理行动计划。 为顺利
推进工作， 桂庆杰带头入户宣传
私搭乱建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
先从自身、 亲朋好友及两委班子
成员开始自查， 再从党员、 代表
开始互查， 开始老百姓不理解、
不支持， 到后来的主动拆除。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做出模
范， 让群众亲自看到、 体验到，
给群众以典型示范， 给他们以信
心 和 勇 气 ， 才 会 在 党 的 口 号
之下行动起来。” 桂庆杰心里非
常清楚， 当前， 村庄治理工作氛
围已经营造， 治理千头万绪， 不
能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 关键在
于落实。

就是这个月， 桂庆杰一直没
有离开过村里 ， 每天加班到深
夜 ， 最终全村共拆除私搭乱建
180户 ， 369个点位 ， 约10450平

方米， 拆除牌匾107块 ， 拆除占
道台阶8570平万米， 打通消防通
道17条， 同时制定管理办法， 顺
利完成村庄安全治理工作。

坚持党建引领
兑现为村民谋福利承诺

村庄治理到底要治到什么程
度？ 在村庄治理工作之初， 支部
班子关于治理目标出奇的一致，
认为既然要干那么就要一抓到
底， “镜头不要频繁换”。 否则，
一方面会给群众造成朝令夕改的
负面印象 ， 有损党和政府的形
象； 另一方面治理不到位， 安全
隐患得不到消除， 村庄秩序也难
以维持， 不利于村庄稳定。 治理
工作可能会牺牲个人的暂时利
益， 但从长远利益上来说是值得
的。 用桂书记的话说就是 “我不
管明年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书记一
职， 只要我在职一天， 我就要兑
现当初对村民的承诺， 为村庄谋
发展， 为村民谋福利， 哪怕利在
我卸任之后”。

为了让环境更宜居， 在村庄
安全治理过程中， 桂庆杰高度重
视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结合， 不仅
要改善村庄环境， 还要建设美丽
的家园， 因此规划与治理并行。
还专门聘请了专业机构对村庄进
行整体规划。 建设便民市场、 公
共停车场、 智慧充电桩， 统一规
范化管理 ； 以及实施高压线入
地、 规范房内消防用电安全等。

“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 摸
得着收益 ，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同时村庄秩序稳、
发展好， 党员干部也有成就感，
实现双向获得感 。” 桂庆杰说 ，
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但只要坚持
党建引领村庄治理及美丽乡村建
设， 还老百姓一个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的美丽
乡村。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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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您放心， 我一定在城
市干出个人样才回来”， 牛艳波，
一个出生在河南安阳乡村贫苦人
家的男孩， 17岁的他从专科学校
毕业后就离开家踏上了务工之
路 ， 小小年纪挑起了家里的重
担。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打拼， 他
现在已经成为中建二局一公司设
备安装分公司成都融创文旅城通
风空调项目副经理。

刚来到城市， 牛艳波在工地
干力工， 一天搬运2800块砖， 他
双手上反复磨出的血泡慢慢变成
了老茧……好学、 上进的牛艳波
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凭着在学校
考取的电工证转岗为电工。

2013年， 牛艳波成为了中建

二局一公司西安大明宫万达通风
空调工程项目的劳务分包队伍中
的一名普通工人。

“艳波，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学习啊 ！” 凌晨5:00， 牛艳波一
个人出现在了工地上的项目书屋
里， 正巧被早起的师傅看见。

“师傅， 我在建筑机电领域
这里太陌生了， 我必须要赶紧学
习和追赶才行”。 他每天凌晨5点
钟起床， 开始起早贪黑地跑到项
目书屋自学， 图集规范已然烂熟
于心， 再遇到问题就及时请教项
目有经验的老师傅， 还默默地学
起了刚刚流行起来的BIM工程建
模。 半年下来， 通风空调施工对
于他来说已经是得心应手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勤奋上进
的牛艳波凭借着精湛的专业技
术， 很快被该公司西安大明宫万
达通风空调工程项目部破格提拔
为通风工长。

2015年， 牛艳波被调配到西
部最大的会展中心———中国西部
博览城项目担任总工， 这不仅是

牛艳波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大项
目， 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全程参
与施工的创鲁班奖项目。

“这排风口怎么有的朝上，
有的朝下错乱不一， 朝向大多都
不匹配呢？” 当时西博城展馆内
使用的3760个电动球型风阀， 每
个重达30公斤， 牛艳波带队负责
1120个风口的安装 ， 20名工人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安装，
哪成想调试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
问题！ 而且， 不仅仅是牛艳波负
责场馆风口出现了问题， 其余场
馆风口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这可麻烦了！ 马上就要验
收了 ， 重新安装也来不及呀 。”
现 场 工 人 着 急 的 说 道 。 这 种
问 题 的出现 ， 根本无法通过竣
工验收， 更别谈达到鲁班奖的要
求了。 牛艳波急忙拨通了厂家的
电话， 经过一番沟通后厂家也无
法解决这个问题 ， 只能重新安

装。 如果重新安装需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 物力且时间也不是很宽
裕，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牛艳波找出了留做备用的两个
喷 口 ， 开始琢磨和试验 。 他发
现， 喷口的朝向都是通过电动执
行器和一根传动杆在推动控制，
可不可以在传动杆上做做文章
呢？ 牛艳波把传动杆的方向进行
了调整， 接上电源再次测试， 结
果通过传动杆的反方向受力， 装
反的两个喷口在朝着一个方向转
动着。

“太神奇， 球阀经过传动杆
的调整 ， 居然转动到对应位置
了！ 这下只需一个人一天就可以
调整100多个。 验收前完成绝对
没问题！”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传
动杆调整， 还为项目节约了近50
余万元的成本。 让工程顺利通过
竣工验收， 一年后， 项目还顺利
获得了鲁班奖。

桂村“当家人”用20年兑现一个承诺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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