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舍不得你走啊， 为村民办
了这么多实事、 好事， 我们打心
眼里感谢你。” 80岁的门头沟区
安家庄村民李成勤用长满老茧的
双手紧紧抓住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谷秀纲的胳膊。 那一刻， 这位有
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再也抑制
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 眼泪夺眶
而出。 “李大爷， 我也舍不得您
和村民……” 谷秀纲顿时哽咽得
说不出话来。 前不久， 门头沟区
王平镇安家庄村民在村委会为谷
秀纲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以此来
感谢他在任期内为村里做的贡
献。 “修村路、 打水井、 建养老
驿站……短短两年时间， 他为村
里的老老少少做了不少事情， 也
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大家都舍不
得他离开。” 村民马红革说， 村
民们特地为谷秀纲制作了一面锦
旗 “饮水思源不忘好书记 幸福
康乐牢记引路人”。

把自己变为“村民”

时间回到2018年。 2018年元
月， 谷秀纲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派驻到安家庄村任第一书
记， 任期两年。 安家庄村位于王
平镇西北部， 山多地少。 村里现
有村民809人， 常在村里住的不
到一半， 基本为老年人。 2016年
被定为市级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
散” 村。 谷秀纲的任务就是要摘
掉这个 “帽子”。

上任之初， 正是山村最冷的
季节， 谷秀纲一到村里， 就感觉
到村居环境脏乱， 两委班子没有
活力， 村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基础
设施。 “村子用 ‘死气沉沉’ 形
容也毫不为过， 当时我就下定决
心改变这种状况。” 谷秀纲说。

为了解村情、 民情， 他挨家
挨户走访， 详细了解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情况。 在介绍
自己的情况时，村民们交头接耳：
“这孩子哪来的？ ”“这个第一书记
是干啥的？ ”更有村民直言不讳：
“不管你是什么书记，我们要看你
能为村里干什么，看你是不是‘镀
金’来的？ ”有点儿尴尬的“下马
威”，让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谷秀纲
意识到， 基层群众工作并不好开
展，职位虽然变了，但真正做到合
格履职，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改
变自己的工作方式， 真正沉下身

子、设身处地了解群众需求，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地做事情。

入户走访、 定点座谈、 日常
走街、 开口闲谈、 定时约谈……
马 不 停 蹄 的 谷 秀 纲 不 但 熟 悉
了 全 村包括交通路网 、 山川河
流、 林塘田土、 文化活动场所以
及商铺市场等地理环境， 也通过
翻阅安家庄村史等历史资料 ，
了解了村建制历程、 民风民俗、
传统文化和宗族人情关系等， 为
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恢复中断80年的民俗

经过一个月的走访调研， 谷
秀纲努力使自己成为 “安家庄
人”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我在走访中了解到， 村民
对许多政策的认知几乎为零 。”
谷秀纲坦言， 扶贫要先扶志， 第
一件事就是努力扭转大家等 、
靠、 要的思想。 随后， 他召开了
村两委和党员会议， 给大家讲政
策， 统一了村两委会和党员的思
想， 同时结合安家庄村的实际情
况， 带领村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和
制定工作方案， 确立工作策略。
谷秀纲的努力都被村民看在眼
里， 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不少党
员和村民代表还积极为村里建言
献策。 “这次会开得很融恰， 气

氛很热烈， 比起第一次时的 ‘横
眉冷对’， 这次会可以说是 ‘春
暖花开’， 说明村民对我是认可
的。” 谷秀纲说。

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丰
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谷秀纲
把党员组织起来， 商量借着春节
来临的契机开个联欢会， 这一提
议得到了全村人的积极响应。 经
过全村上下的共同努力， 由村民
自编自导自演的 “安家庄村首届
春晚” 将这个昔日沉闷在山坳里
的小村子一下变得热热闹闹。 这
一来， 村民的积极性高了， 纷纷
要求正月十五再来个 “小车会”。
紧接着 ， 谷秀纲去镇里申请经
费， 联系服装道具， 亲自登门拜
访村里的杜兴田老人予以指导。
整个春节期间， 从村两委干部到
每一位村民都忙碌起来， 大家见
到谷秀纲都说， 好多年没有这种
过年的气氛了。 就这样， 中断了
80年的 “小车会” 重放光彩， 村
民扭起了秧歌， 敲起了锣鼓， 整
个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

借着村民这股热乎劲儿， 开
春后的各项工作顺利展开。 全村
46个党员户挂牌亮明身份， 成立
党员志愿服务队， 帮助村里的困
难老人、 为老人安装出门扶手、
修缮房屋， 开展治安防控等。 党
支部还创建了 “红色责任区 ”，

每一户村民有什么诉求都能找到
对应的党员反映， 确保得到妥善
处理 。 并向镇里申请资金20万
元 ， 将废旧的村大礼堂改造成
500多平方米的村史馆， 激发村
民的自豪感。

让村民喝上“放心水”

在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村，
深受用水难困扰的村民， 将在春
节前用上好水。 从前， 村民们想
喝上一口好水 ， 不是一件容易
事。 15年来， 村民们的用水来源
是永定河边的一口浅水井， 受到
永定河汛期影响， 水井水量不稳
定 ， 水质更是难以保障 ， 水垢
大、 杂质多、 异味重， 到了春汛
时期， 水中还会夹杂着鱼腥味。
为了喝上干净的水， 一些村民选
择走上3公里山路， 到清凉界背
山泉水喝。 为了能够让村民早日
喝上 “放心水”， 谷秀纲以 “娘
家人” 为后盾， 找到 “娘家人”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协助提供政
策和资金支持。 去年10月， 在北
京市水务局支持下， 安家庄村的
打井工程正式开工。

谷秀纲告诉记者， 新井井深
足够 ， 不会再受地表水质的影
响， 配备上处理装置， 水的安全
质量更有保障。 目前， 村民们家

中安上水表 ， 每户打了10吨的
“份额”。 以往， 村中每天固定2-
3次放水， 居民用水不便， 现在，
安家庄村实现了24小时供水。 新
井的建设也在推进中， 预计村民
在春节前就能喝上新水。

此外 ， 从2018年6月 ， 王平
镇率先实行垃圾分类， 每天固定
时间收垃圾， 村里不能有垃圾桶
和垃圾池 。 谷秀纲告诉大家 ：
“村子旧一点没关系， 但不能不
干净。” 他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
一起拆除垃圾池， 铲除村里的卫
生死角。 村两委成员排好班， 每
天早上跟着保洁员上门收垃圾，
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 村民们
终于改变随时随手乱丢垃圾的习
惯， 村里的面貌一下有了很大提
升， 不常回村的人回来后都不敢
相信这就是曾经的那个村。 村里
还成立了物业公司， 把环境卫生
等保洁工作实行物业化管理。 去
年国庆节前夕， 安家庄村获得了
第三方评定环境整治一百分的优
异成绩， 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镇
最干净村庄”。

安家庄地处偏僻， 大部分青
壮年在外经商、 务工， 常年留守
在村里的村民中， 60岁以上的空
巢、 独居老人居多。 因子女不在
身边， 无人照料， 一日三餐成了
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 谷秀纲看
在眼里、 记在心里， 为此， 他多
方筹集资金， 和相关企业商讨，
合力打造 “幸福驿站”， 建起了
老人食堂， 村里每一名60岁以上
的老人每个月花200元钱就可以
享受一日三餐的服务。

“两年很辛苦， 但很值得。”
谷秀纲说。 如今， 谷秀纲的任期
届满， 就要回到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 记者在安家庄村采访谷秀纲
时 ， 他的手机铃声不时打断采
访， 打来电话的有本村村民、 有
在外上学的学生、 有没能送行的
卧床老人， 他们有的还要给谷秀
纲送苹果， 有的要给谷秀纲送锦
旗……这些都被谷秀纲一一婉谢
了， 他说： “最好的纪念还是留
在心里， 不论走到哪里都是 ‘安
家庄村人’。” 谷秀纲在离别时给
自己写了一段话： “安家庄村是
我一生牵挂的地方， 是我时常祝
福的地方， 更是我永不说再见的
地方。”

□本报记者 闫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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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帮“软弱涣散”村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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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门头沟区安家庄村第一书记谷秀纲

谷秀纲（右）到村民家中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