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帮帮团”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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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王书记可真是一位一心为
民办事的好领导 ， 他太有能力
了。 ”手捧厚厚一摞人民币，养殖
户张海侠脸上笑开了花说，“王书
记来了几个月， 给我们村民解决
了不少困难， 也让我们看到了致
富的希望。 现在我们干劲儿可足
了，对未来充满信心，大家的心里
像蜜一样甜。 ”

在距离北京市区一百多公里
的门头沟区清水镇黄安村， 作为
市国资委系统选派的第五批驻村
第一书记之一， 京能集团金泰旅
游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王利已经
来到这里近10个月了。

春节期间紧急返京
大年初二加入疫情值守

“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初心践
行梦想”。这是王利在驻村第一书
记岗位上的生动写照。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组织
上能选派我到农村工作， 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做一些事情， 是莫大
的信任和肯定。 ”王利说。

2020年1月8日， 积雪还未化
尽，冒着深冬的严寒，沿109国道，
王利驱车踏上了前往清水镇黄安
村的路。虽然一夜未眠，但看着窗
外的风景，他没有一丝倦意。

王利到了清水镇黄安村后，
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环境整治、
制度梳理……工作千头万绪 ，转
眼就到了春节。 安排好村里的工
作， 他回到远在山西的老家和80
多岁的父母过除夕。 初一一大早
儿，王利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湖
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让他
的心头不由一震， 尽管事先也有
所耳闻， 但这次他敏感地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首都北京一定会采
取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 黄安村
的防控工作急需我回村安排布
置。 ”王利在心中盘算着。 本打算

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 好好在年
迈的二老面前尽尽孝， 可疫情十
万火急。 这下， 王利为难了。 母
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 饭桌上对
王利说： “儿啊， 明天一早儿你
就动身吧， 要不然你在家里也不
踏实， 我和你爸身体都好着呢，
别惦记着。”

大年初二， 王利便驱车赶回
了北京。 他第一时间了解黄安村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与村两委班
子、 包村干部共同制定了疫情防
控实施方案，对卡口、值守人员排
班、 公共区域消毒等各项工作进
行了周密安排。 并主动加入到卡
口值守的队伍中。 每天进行入户
排查，宣讲防控知识。

疫情防控之初， 口罩是紧缺
物资， 王利开着车跑遍门头沟区
的各大药店也没有买到。 正当他
一筹莫展时， 爱人从抽屉里捧出
一摞口罩对他说：“别着急， 这是
我跟儿子每天早起去物美排队抢
购的， 去的早每人能抢到3个，回
到家再盯着电脑在网上抢购，抢
得快每人每天可抢10个， 我俩再
多攒点儿，回头你带给乡亲们。 ”

几天后， 王利带着爱人和儿子抢
购到的150多个口罩， 连同消毒
液、 洗手液、 蔬菜等物资送到村
里，发给黄安村的村民们。

打通销路发展产业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突如其来的疫情， 给王利的
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全力组
织做好村里防控工作的同时，他
始终没忘“助力脱贫攻坚，推进乡
村振兴”的工作任务。从驻村第一
天起， 对黄安村今后如何发展的
思考和谋划在他的脑海里就没有
停止过。

按照“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
展”的总体思路，他积极与派出单
位及帮扶单位领导汇报沟通，京
能、 京煤两级集团、 金泰旅游公
司、 区科信局领导分别到黄安村
进行工作调研， 送来党建帮扶经
费，并对村民进行慰问，使该村低
收入户户均增收近800元。

在与村干部和村民的沟通
中，王利了解到，黄安村独特的自
然环境孕育了纯天然的绿色农产

品———蜂蜜、大枣、核桃……可山
高路远，一直没有销路。这么纯正
绿色天然的特产不能销出去，太
可惜了！ 他马上与原单位金泰旅
游公司联系， 随后又与黄安村帮
扶单位区科信局取得了沟通。 经
过不懈努力， 双方以不低于市场
价采购了黄安村蜂农现存的所有
蜂蜜。仅此一项，就为村里的养殖
户户均增收4000元， 这一举措在
村里引起了很大震动。

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了。王利看在眼里，乐在
心上。他深知，要想彻底改变黄安
村贫穷的面貌，这还远远不够。必
须充分挖掘现有资源 ， 有效提
高村民的自我造血能力， 才能
实现真正的脱贫脱低， 过上富裕
的生活。

黄安村土地资源丰厚， 自然
环境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王利与
区科信局多方联系， 在其大力支
持下，引进了芍药种植项目。随后
发动村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种植活
动。目前，试种的近10亩芍药全部
成活， 成片的芍药花已成为村里
的一道靓丽风景 ，在为进一步
开发民宿旅游奠定基础的同时，
将来还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

黄安村毗邻正在建设中的
109高速公路，开通后将面临大好
的发展机遇。 多年的酒店管理经
验让王利意识到， 利用好这一机
遇，发动村民开发民宿接待，自力
更生搞创收是一条不错的致富路
子。于是，他不但挨家挨户宣传党
对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 宣传清
水镇党委对黄安村的发展定位，
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发民宿接
待，还借助自己的业务优势，帮助
大家出思路想办法。

截至目前，黄安村有5户村民
办理了民宿接待营业执照， 其中
两家已正式营业， 周末均有客人
入住， 填补了黄安村没有民宿接
待的空白。

发掘并自费修复文物
用文化支撑乡村振兴

几个月的工作实践， 让王利
十分感慨。 他说：“乡村的振兴需
要文化做支撑，项目搞得再多，物
质再丰富，如果没有文化，也只是
一个躯壳。 ”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村民
家中发现了顺治二年以来到民国
各时期黄安村村民的房契、地契、
借款交易等很多文物凭证， 立刻
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 在取得村
民的同意后， 自费对其中有价值
的文物进行了修复。 并经过研究
分析撰写了《家传地契载历史 文
化自信振乡村》一文，得到了有关
学者、文物专家的高度评价。

王利表示， 这些都是黄安村
珍贵的资源， 是黄安村抹不去的
历史文化符号， 假以时日将会得
到充分利用， 也将为进一步开发
民宿及红色旅游奠定基础。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是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必
须如期实现， 没有任何退路和弹
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
紧绷这根弦， 不能停顿、 不能大
意、不能放松。”王利说。有幸成为
这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一员，王
利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
光荣， 党中央的这句话他一直记
得很清楚。

今年9月11日，王利被清水镇
党委推选参加门头沟区百姓宣讲
团演讲。 站在讲台上， 他激动地
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是第一
书记肩负的时代重托。接下来，将
在市委、 乡镇党委和京能集团的
领导下， 进一步加强村党组织建
设， 努力探索乡村脱贫致富的新
途径， 助力国家脱贫攻坚目标的
完成， 让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
过上比蜜还甜的幸福生活。”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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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东城区板厂小学班主任史立新

让村民生活比蜜甜

■战“疫”先锋

今年受疫情影响， 学生居家
学习，一时间出现各种不适应。为
了引导他们保持正常的学习状
态， 东城区板厂小学班主任史立
新借助家委会成立 “家校帮帮
团”， 共同举办了15堂线上班会，
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非常时期。

史立新1988年参加工作 ，长
期带毕业班。 她说老师干的是良
心活儿，30多年能与孩子们在教
育路上同行，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今年初， 疫情的发生打破了
学校的正常节奏。 作为班主任，
她在第一时间线上家访了解学生
的情况 ， 发现很多家庭都 “炸
锅” 了： 有的家长哭诉不知道该
怎么办， 有的家长反映家里一团
糟， 还有的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得知孩子们出现各种不适
应，她心急如焚，该怎么帮助孩子
度过这段困难时光呢？ 板厂小学
一直倡导家校联合的理念， 在校
方的引领下， 她想到邀请家委会
和副班主任成立 “家校帮帮团”，

开展线上系列班会的点子。
“家校帮帮团”相聚在云端，

共同确定了班会主题———“不平
凡的时期铸就不平凡的自己”，并
设置了看看新闻、心灵对对碰、我
与孩子等多个栏目。 她作为总导
演提出思路与模式， 家长们则变

成线上班会各大板块的版主，充
分发挥专业特长出谋划策， 极大
丰富了班会的教育元素。

史立新得知小玮爸爸带领北
京医疗队驰援武汉， 她就搜集相
关报道， 在看看新闻栏目里播放
了由家长自行制作的纪录片， 用

真实事例引领孩子们致敬英雄，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由于担心爱
人的安危， 小玮妈妈起初在家不
愿提及此事， 孩子想起爸爸就偷
偷流泪、 无心学习。 帮助他们走
出心理的阴霾成为 “家校帮帮
团” 的责任。 史立新和家长们一
起商讨， 每隔一段时间就和小玮
妈妈联系， 倾听她的诉说， 稳定
她的情绪。 其间， 她邀请小玮在
线上班会朗诵了他写给爸爸的一
封家书， 其中写道： “爸爸， 我
是个男子汉， 会照顾好妈妈和自
己， 祝您早日平安回来。 爸爸您
是一名医生 ， 更是我心中的英
雄。” 真诚的话语打动了所有同
学和家长， 孩子们纷纷为小玮送
去励志书籍， 用书画形式向小玮
爸爸致敬 ， 小玮的情绪慢慢平
复， 也自觉学习， 为妈妈分忧，
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

孩子的成长带动他妈妈走出
忧虑，在史立新的提议下，小玮妈
妈也分享了疫情防控期间的育子

心得。看到母子俩的积极状态，小
玮爸爸为全班发回感谢视频，学
生和家长们倍受鼓舞， 也感受到
五（2）班大家庭的友爱与温暖。

4个月，史立新带着 “家校帮
帮团”举行了15期线上班会，成功
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线上班会成
为家校协同教育的新平台。 每个
学生平均参与8.9次班会 ，1/3多
的家长参与了每期班会的筹备，
包括设计流程、 录制和公众号发
布等，100%的家长参与过视频录
制。 学生们觉得父母能参与班会
并进行展示，让他们非常自豪，对
学习也起到促进作用。 她因此被
评为2020年东城区教育系统优秀
教师； 在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
举办的第二届大中小幼教师同台
讲述育人故事活动上， 她的育人
方式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面对未来，史立新信心满满，
她将继续探索家校育人的新途
径，和家长一路同行，共同为孩子
的成长当好引路人。

———记京能集团驻门头沟区清水镇黄安村第一书记王利

王利 （中） 与村民共同种植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