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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怀着对群众虔诚的心，努力当好百姓的“勤务员”；信仰是坚守山区三

尺讲台，甘当农村娃的“引路人”，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信仰是为了守护村庄文明，不计个人得失，义无反顾

地当起“义务兵”。这是宿松县3位农村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作出的最生动诠释。值中国共产党诞辰98周年之

际，笔者来到了宿松县柳坪乡，去探访这3位党员不为人知的故事。

信仰的力量
本报通讯员 孙春旺

“她有文化、有担当，山区需要
这样的人……”柳坪乡大地村妇联
主席、计生专干朱雪姣，至今仍记
得 17年前，她的入党介绍人在全
村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会上，经举
手表决，她全票通过党员评选，成
为大地村第二个被批准入党的妇
女。同年，村里换届选举，她又全
票当选为村委会委员，并通过考
试，当上村里计生专干。

“为什么入党大家都投你的票？”
“我觉得大家都投我的票，可

能因为我是当时村里妇女中唯一
的一个高中生，而且还是一个非
常孝顺公公和婆婆的人……”谈
起入党时的经历，朱雪姣露出一
脸的自豪。她说，每个人不管做什
么事，得到大家认可最重要。

如今，朱雪姣已有17年党龄。
17年来，作为一名村委会女干部，

她所做的事情，是否得到老百姓
的认可和肯定？当地村民的回答
给出了答案。

“儿和女都做不到的事，她帮我
们都做了！”“她是一个当干部的好
娃！媳妇生孩子的事、孩子读书的
事，什么事都是她在帮我们张罗。”
深入大地村上鸭组采访中，只要谈
起朱雪姣，村民们个个赞不绝口。

2005年1月的一个晚上，张榜
组孕妇吴小芳预产期未到，却突发
肚子痛。家里人不知所措。朱雪姣
听到呼救后，急忙跟着开客运小面
包车的丈夫赶到她家，将她抱上车
子。在车上，吴小芳出血不止。当
时，天下着大雨。由于路滑，面包车
怎么也爬不上通向乡卫生院的一
座陡坡。

时间就是生命。朱雪姣急忙冒
雨喊来附近村民，合力将面包车推

上陡坡。由于抢救及时，吴小芳和
孩子的性命都保住了。事后，医生
说，要是吴小芳再迟来一步，她
和孩子的性命都保不住。

此后，朱雪姣对妇幼保健工
作的宣传更勤了。片区只要有孕
妇的家庭，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
上一两次门，把自己掌握的保健
知识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们，
提醒她们注意提前做产检和留意
临产的征兆，叮嘱她们到了预产
期，一定要去医院待产。

2016年6月，宿松县下起特大暴
雨，造成山区多地受灾。朱雪姣冒着
山体滑坡的危险，独自赶向一个叫

“黑尖”的山头，那里住着一个危房
户。当她徒步到达山脚下时，路被塌
方的山石封住了。她就绕道爬坡。沿
着荆棘丛生的山坡，走了两个多小
时，才摸黑赶到危房户邓留松家里，

强行将老人从屋里接了出来。
“不是小朱那天接我出来，我就

被房子埋掉了。”在邓留松被接出的
次日早晨，房子倒塌了。谈起往事，
老人的话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帮特困户申请低保、给危房户
申请危房改造项目、为贫困户在校
子女申请教育助学资金……一桩
桩、一件件，只要是为村民谋福利
的事，事无大小，朱雪姣都会尽心
尽力地去帮助解决。

在村民眼里，个头不高、穿着普
通的她，不像村官，更像“勤务员”。

17年来，朱雪姣因工作业绩
突出，20余次受到市、县、乡表彰
奖励，先后获得“安庆好人”“宿松
好人”“优秀党员”“优秀计生专
干”“三八红旗手”等殊荣；她的家
庭被评为全县“最美家庭”“星级
文明家庭”。

朱雪姣：
为民排忧解难“勤务员”

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由校
长再到共产党员。对于邱山小学教
师吴飞翔来说，35年时光，无论身份
怎么改变，但始终改变不了他对山
区教育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

邱山小学坐落在海拔 700 多
米高的山峰上，可谓云端上的学
校。这里空气环境虽然好，但因为
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一直留
不住教师。建校至今，教师换了一
茬又一茬，而土生土长在邱山的吴
飞翔，坚持扎根在这里。

到邱山小学采访那天，透过
驾驶室玻璃，就远远望见一个身
影一摇一晃地走进学校大门。他
就是年近六旬、有着十年党龄的
老教师吴飞翔。

随行的柳坪乡党委委员李秀
琼介绍，18岁时，吴飞翔老师因患
骨性关节炎，造成左脚残疾，走路

很不方便。
但就是这样一位身体有残疾

的老师，踏遍了护送学生回家的每
一条小路、每一个沟坎。

护送学生回家是邱山小学为
了保障学生安全制定的一条“铁
规”，直到2015年才被一个个主动
来学校接送孩子的家长打破。以
前，吴飞翔为了把班上的每个孩
子都安全送到家，有时他一走就
是十几里山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柳坪街
到邱山村没有通车，每次他去柳坪
中心小学参加会议都靠步行，来回
两趟三十多里。

“读书，是这里孩子唯一出路；
只有让他们把书读好了，他们才能
走出大山。”吴飞翔说，过去，在邱山
小学教书的担子比现在更重，最多
时，学校有300多名学生，每个家长

都对孩子的期望非常大，都盼着自
己的子女成才，将来有出息。所以，
他和同事不管是课堂，还是课外，对
每个学生的教育和辅导都格外用
心；在批改学生作业上，更是细心；
通过批改作业，随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态度和学习状况，然后根据掌握
的情况及时帮助学生纠正缺点。

他说，批改学生作业是最容易
情绪失控的一件事情，他觉得有些
经常在课堂上讲到的题目，应该是
每个学生都能做对的，可偏偏不少
学生做错了，这使他非常生气，觉
得他们读书太不用心了，心里立马
产生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

“您在这里35年了，难道就不
想调到离县城近一点的学校？”“您
还想在这里继续教下去？”

“我觉得在这里教书非常有乐
趣，只要我们教的孩子一个接一个

地走出了大山，山里的贫困户就会
越来越少，我的内心也就充满了成
就感！”“以前每逢冬天上课，我们
都是用蛇皮袋堵窗户，不让寒风从
窗户缝里钻进教室，这种苦我都坚
持熬下来了，现在条件好了，我还
有什么理由不能坚持下去，何况我
还是一名老党员！”面对采访，吴飞
翔作出如此回答。

随着人财物的大流动，如今邱
山小学只有60多名学生，但仍有6
名教师坚守在这里，而吴飞翔是唯
一一个“60后”，也是唯一一个在
这里工作了30年以上的教师。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是吴飞翔从教的座右铭，也是
他扎根乡村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从教35年来，他多次被评为全县

“优秀教师”，2008年还荣获安徽
省“金历乡村教师育人奖”。

吴飞翔：
坚守山区讲台“引路人”

“过去做篾匠是为了谋生，现
在做篾匠则是为了守护传统手
艺。”说这番话的，是邱山村马皇组
村民吴承刚。至今，他家里仍精心
保存着做篾匠手艺用的锯子、刮
刀、赶刀、篾刀等工具。

年过六旬的吴承刚，有着24年党
龄，当过村干部，做过村民小组组长，
但篾匠是他几乎干了一辈子的职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生活在
马皇组的48户居民，家家都会篾
匠手艺，家家都靠编织板篾箩谋
生。板篾箩俗称稻箩。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是流行
于马皇组的一句俗语。长期以来，生
活在这里的一代又一代居民，依靠漫

山遍野的毛竹得以生存下来。数不
清的毛竹成就了这里一个个篾匠，一
个个篾匠又因取之不尽的毛竹成就
了事业、成就了家庭、成就了幸福。

吴承刚回忆，八岁时，他就帮祖
父编织稻箩，十七岁步入社会后，就
跟着父亲在家里专做稻箩卖，他可以
一天编成一担稻箩，上世纪七十年
代，一担稻箩只卖到三四元钱。家家
户户都将做好的成品稻箩摆放在家
门口卖，有时徒步挑到周边的湖北
黄梅县、蕲春县销售。凭着做篾匠这
门手艺，马皇组家家户户都顺利度
过一个又一个困难时期。如今，家家
户户都过上了富裕生活。

“砍老竹、留嫩竹；砍浓密处的

竹、留稀疏处的竹。”是马皇组砍伐
毛竹必须遵循的“规矩”。每年组里
只准农历“七月半“之后进山砍伐。
吴承刚介绍说，之所以这么做，是
为了使毛竹能够持续性得到利用。
如果将嫩竹砍掉，就会造成第二年
的老竹“青黄不接”。

为了让毛竹始终保持生态平
衡，吴承刚当起了组里的义务“宣
传兵”“巡逻兵”，防止村民中间滋
生乱砍乱伐歪风，更防止外来人员
到组里盗砍盗伐。

在守护“吃山养山”文明乡风
同时，他还当起组里义务“调解
员”。哪家夫妻吵架，哪家与邻居发
生口角，哪家就有他主动上门帮忙

“和事”的身影。
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他又成

了组里留守老人的“知心人”。电
线坏了，生病了，采摘的蔬菜搬不
动了……凡是自己奈何不了的事
情，组里留守老人都会第一时间
想到他、找到他，而他每次都毫不
犹豫地去帮助解决，为此他搭了
不少的手机费。

“但让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篾
匠这门手艺会在我们下一代人身上
失传，现在组里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这
门手艺，为了让年轻人了解这门手
艺，我每年都会趁他们回家过春节
的时机，在家门口做给他们看。”谈
起篾匠手艺的传承，吴承刚说。

吴承刚：
守护村庄文明“义务兵”

宿松县出实招打造办学质量先进党
校。高起点引进人才。瞄准师资学科方向
建设需求，近年来招录引进科学社会主
义、政治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
科专业青年教师5名，目前党校共有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3名。建机制强化

“练兵”。挖掘教学特色，依托“教学大练
兵”“咨政大调研”“名师引领工程”三大载
体，每年春秋两季开展系列教学活动。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分5批次安排18余名
教研人员到中央党校、省委党校和市委党
校进行培训学习。高标准提升教学水平。
聚焦“精准时间、精准形式、精准内容”，开
展乡村干部“三精准”大轮训，共举办主体
班11期、培训1940人次。连续五年每年在
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10篇以上，完成
省、市、县重点课题至少5项，撰写咨政报
告6篇以上，荣获2018年度全市办学质量
先进党校荣誉称号。 宿 松

宿松
打造办学质量先进党校

宜秀区“外引内训”夯实人才高地。唱
好引才育才大戏。围绕人才培养开展校地
合作，永安电子、旺旺集团等4家企业与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签订订单式培养协议
6份。开发就业见习岗位200个、公益性岗
位98个，42名就业困难人员到公益性岗
位就业。搭好聚才用才舞台。开展“就业援
助月”“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会23场，发
放就业创业政策资料8000余份，解答返乡
农民工就业维权知识1000余人次，提供就
业岗位6000多个，为企业招工1361人，帮
助48名贫困劳动者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培育爱才护才土壤。开展企业新录
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2期、161人次，技能
脱贫培训2期、30人次。新建就业扶贫驿
站1个，招募就业扶贫基地2家，就业困难
人员帮扶就业率达100%。 宜 秀

宜秀
“外引内训”夯实人才高地

太湖县织牢治安防控网提升群众安全
感。实施“警灯闪烁”工程。在主城区规划3大
巡区、12条巡逻线路，配备巡逻车4辆、特警
队员70名，实行街面24小时“车巡+步巡”。实
施“群防群治”工程。借鉴运用“枫桥经验”，从
公务员、教师、快递员等群体中吸纳培育“江
淮义警”队伍200余人、交通安全劝导员队伍
390余人、乡镇治安巡逻队伍100余人，夯实
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实施“隐患清零”工程。
组织发动交通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执法检
查、枪爆物品大排查三大专项行动，排查道
路安全隐患52处，整改火灾隐患100余处，
查处非法运输、储存烟花爆竹案件7起，收
缴民用枪支1支、子弹254发、雷管284枚。
实施“守护平安”工程。集中开展“清风”统一
清查行动7次，关停棋牌室、洗浴场所131
家，破获黄赌刑事案件8起，查处黄赌治安
案件17起，治安处罚30人，刑事拘留2人，
提请逮捕1人，移送起诉10人。 太 湖

太湖
织牢治安防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