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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的一个周末，
乔天爽家的门被敲开，大度
村老党员、村会计王奎元代
表村民来找乔天爽，请他回
村竞选村主任。这已经是他
第三次来了。来之前，有人
劝王奎元：“人家好不容易考
上大学，有个好工作，一年能
挣七八万，当村干部一年才
挣几个钱，人家能回来吗？
你别犯傻了。”然而，出乎村
民们意料，乔天爽真就给了
王奎元“面子”，回来了。

村民们嘴里的“好工作”
是指当时乔天爽在东辽县移
动公司的工作，领导器重、业
务拔尖，干得很不错。得知
乔天爽要回村里，移动公司
领导舍不得，答应给他三个
月假期，如果回去干得不适
应再回来上班。

然而，乔天爽的选择却
遭到了一心想让他有个体面
工作、娶个城里媳妇、脱离农
村生活的父亲的坚决反对。
面对父亲的“冷战”，乔天爽
说：“我对大度村的一草一木
都有着很深的感情，村里人
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更是村
里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我
学成了就要回来出力。我不
考虑钱的事儿，只想为村民
们办点实事儿。”

2013 年 5 月份，东辽县
金州乡大度村换届选举村主
任，28 岁的乔天爽高票当
选。为啥？“这小子我们知根
知底！”“这小子还真有魄儿，
城里工作都不要了，肯定能
为村里干点儿事。”两个月
后，他又满票当选村党支部
书记，成为全县最年轻的村
书记。

从办公室回归乡间田
野，乔天爽誓把青春和热血
洒在这片哺育他的大地上。
他说：“没想到这么多老百姓
和党员选我，既然选我了，我
就得挑起担子，好好干，对得
起大家对我的信任。”8月份，
乔天爽到移动公司办理了离
职手续。从那以后，乔天爽
把自己和大度村、大度村的
村民紧紧地“捆”在一起，穷
在一块儿、富在一块儿，福在
一块儿、难也在一块儿。接
下来的日子里，乔天爽把他
的心、他的情、他的时间和精
力都给了大度村。

当时的大度村“房无一
间、地无一垄”，只有一张 48
万元的欠款单和一顶贫困村
的帽子。没人愿意同大度村
谈合作、共发展，都觉得大度
村太穷了，没有希望。怎样
改变这种现状？乔天爽脑子

里像上了发条，脚下生了风，
上跑县乡，下到农户，从各项
政策到全村情况摸了个门儿
清，该从哪儿着手、该怎么着
手，他已心中有数。

就在乔天爽谋划大干一
场的时候，大度村农村新居
建设需要征地拆迁 5万平方
米。乔天爽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大度村翻身的一个机
遇，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
挑战。征地拆迁涉及村民和
村集体的利益，乔天爽每天

“扎”在工作现场，起早贪黑，
事无巨细，忙得一身土满脸
灰，宣传政策、协调登记、组
织测量……涉及征地拆迁的
农户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各
种数据全部记录在册，不仅
化解了很多问题和矛盾，最
后还借机收回了村集体曾经
流失的120多万元资产。

在外忙到哪都行，但回
来却没有个落脚的地儿，因
为村部是临时租用的，有时
村班子要开个会都成问题。
2015年，乔天爽带领新班子
着手建设村委会。有人劝
他：“算了吧，建个村部得多

少钱啊，对你们来说太难
了。”他说：“叔，你就只管尽
力帮我，能不能成看我的。”
要政策、跑关系、求帮助、靠
感情，从选址到施工，从资金
到人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
嘴，硬生生拿到了工程承包
最低价。即使这样，村里经
费还是不够。他就和村干部
拿一年的工资做抵押，自己
又垫付了 17000 多元现金。
施工时，他精打细算，找朋友
借来机械工程车，带头与村
党员干部一起干，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基础上，只要自己
能出力的全都自己出力。当
年，他们硬是把满是垃圾坑、
柴草垛的一块集体闲置地建
成了标准化村委会。

村部建成后，因为村里
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人居
环境脏乱差，乔天爽又马不
停蹄地研究政策，谋划产业，
建设项目。当时，全村人均
年收入只有12000多元，贫困
户人均年收入仅有 2574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欠债 48万
元。为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2017年，他争取扶贫资金 40

万元，购买 30头母牛，采取
集体经营的方式，每年收益5
万余元，年底用于贫困户分
红。目前，村里母牛存栏 53
头，价值 140万元。2018年，
他又争取扶贫资金 48万元，
建设 8栋木耳大棚，每年固
定收入48000元，也用于贫困
户分红。他还研究成立有机
蔬菜和林下养殖合作社、建
设鸡鹅猪养殖基地、创建“绿
株林”电商品牌、修路架桥、
植树安灯、建设广场、增添图
书室和活动室……2017年，
大度村实现全村脱贫。如
今，全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
18000多元，贫困户人均年收
入达到12618元，村集体收入
累计400多万元。

由全县贫困村变成全乡
标杆村的这几年，乔天爽每天
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还
不回家，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就是现在，村里发展基本稳定
了，他也还是如此。早上出家
门，先去牛场喂牛，再到村部
烧炉子，然后去村里各处转
转，晚上再去看看牛，然后回
村部压炉子……中午赶上县

乡开会能“蹭”顿饭，平时就是
一碗麻辣面。媳妇一天天见
不着他人影，给他起外号叫

“乔一天”。
虽然乔天爽努力为全村

增收致富，取得的成果实实
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乔
天爽也有被人误解的时候，
他也会感到心凉，但乔天爽
又马上开始反省自己，觉得
还是自己没做到位，没让大
伙儿真正服气。

身正不怕影子斜，成了
乔天爽做人做事坚守的底
线。在拆迁、土地清查、低保
办理等工作中，有不少人想
施以好处、走后门，乔天爽都
坚决回绝，不给任何人任何
机会。他说：“虽然一碗水不
能绝对端平，但也要相对端
平，不能为了某个人的私利
侵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 2015 年开展农村土
地确权工作时，因农民视土
地如命的观念根深蒂固，还
有村民长期占用村机动地等
现象，土地确权工作难度很
大。而乔天爽却把这项难度
很大的工作当成收回村集体

土地的一个良机。他带领村
干部一根垄一根垄的认真丈
量，从村民手里抽回村集体
土地 448亩，全村无一人有
异议。村里当年便增加收入
4万多元。

去年，村里组织村民回
迁上楼，大家都想分个好楼
层，乔天爽也不例外。为了
公平公正公开，乔天爽和村
班子成员也跟着村民们一同
抽签。结果，他手气不佳，抽
了个六楼。村民们都瞪大眼
睛，想看看他能“认账”不。
他媳妇也不甘心，问他：“还
装修吗？”他回答：“必须装，
必须住，不然的话，大伙儿就
不能相信我认账了。”乔天爽
按规矩办事，说到做到，使村
民们心服口服。

疫情期间，关键时刻，这
个热血汉子又一次作出了让
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主动
请缨，两次到县里集中隔离点
志愿服务，这一守，就是 101
天，期间他没回过一次家，当
时家中还有瘫痪在床的父亲
和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把第一次
隔离点的补助费5000元交了
大额党费支援抗疫，把第二次
的补助费6000元全部捐给了
贫困户。困难时刻豁得出去，
国家需要冲得上去。为人处
世，乔天爽处处打样儿，这样
的党员怎能不让人信服？！“有
事找乔书记！”乔天爽觉得得
到村民信任是自己最大的幸
福。他说：“村里的孩子就像
是我的孩子，村里的老人就像
是我自己的亲爹娘，他们的苦
就是我的苦，他们的难就是我
的难，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他
们把我当成家里人，我说话他
们听，我做事他们信，从这一
点上说，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

现在村民们都在担忧，
乔天爽年轻、有大学文凭，
又有工作业绩，会不会被提
拔，离开大度村。乔天爽给
村民吃了定心丸：“趁着年
轻，我愿意再为大度村挣点

‘家底儿’，多干事、干实事，
干那些让老百姓说共产党
好的事！”

放弃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工作 选择出去就没人愿回的农村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田蓓蕾

本报讯（记者 于芯 魏
利军）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精神，12月 1
日下午，全市政法系统召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交
流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
委书记陈瑞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直政法各单位主要领
导、相关领导，各县（区）党委
政法委书记代表现场发言交
流。

参会人员分别围绕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谈认
识、说体会、讲举措。通过学
习交流，大家一致认为，通过
集中学习交流，进一步深化
了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领
会、深化了对政法机关在全
面依法治国中担负职责使命
的认识，凝聚了共识、增添了
动力、坚定了做好新时代辽
源政法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大家纷纷表态，将以此次学
习交流为新起点，坚定不移
地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政
法工作的行动指南，毫不动
摇深入推进平安辽源、法治
辽源和过硬队伍建设，坚决
扛起保平安、促发展、护稳定
的重大政治责任。

陈瑞指出，政法机关作
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的
进程中承担着法律实施、法
律保障、法律服务和弘扬法
治精神等重要职能，必须走
在学习贯彻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前列，切实发挥主力
军作用，自觉当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的排头兵。作为政
法领导干部，必须要在学深
弄通做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上
下功夫，自觉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发展，把学习
成果不断转化为做好新时代辽源政法工作的新动力、
新成效，全面开创法治辽源建设新局面。

陈瑞强调，要在政法事业辉煌的法治建设历程中
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全市政法机关、广大
政法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重大意义、政治方向、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总体
要求和重点任务，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冲在最前沿，
不折不扣地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落实到全面依
法治市各方面和全过程，谱写出新时代生动的辽源法
治实践。要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高度领
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全市政法领导干部一定
要深入全面系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
精辟概括的“十一个坚持”，务必要下功夫学懂弄通，不
断增强本领、提升水平。

陈瑞要求，要在发展新时代辽源政法工作中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精神实质。全市政法机关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一并部署、一体推进落实，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市政法工作，切实把科学思
想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突出抓好全面依法治
市工作、抓好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发挥领导干部带动
示范作用、抓好政法队伍建设，不断开创辽源政法事业
新局面、取得新业绩。

市委政法委全体委员，全市政法各单位主要领导
和相关领导干部参加学习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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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芯 魏利
军）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
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依
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推进“解
决纪律规矩突出问题，纯洁政
法队伍”专项整治走深走实，12
月 1日，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
举办 2020年第五期“新时代政
法大讲堂”暨全市政法系统政
治轮训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新热潮。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瑞主
持会议并讲话。

吉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傅大鹏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题作专题辅导。他以严谨的理
论知识和深刻的专业视角，从

为什么选择法治、选择什么样
的法治和如何建设我们的法治
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内涵要
义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准确把
握、深刻理解和更好地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授了很好
的方法路径。

陈瑞要求，全市各级政法
机关、广大政法干警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前
一项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上深学一层、先行一步，坚
持做到“四个到位”。要思想认
识到位。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
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

彰显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
史意义、现实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学习宣传到
位。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
想与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紧密结合，作为纪律规矩专
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分批分层、
全领域全覆盖开展学习，切实做
到吃透基本精神、领会核心要
义、指导工作实践。要贯彻落实
到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切实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面依
法治市各方面和全过程；要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
矛盾，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依法服务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为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问
题解决到位。以坚决的态度、务
实的举措推动“解决纪律规矩突
出问题，纯洁政法队伍”专项整
治和深化“以案促改”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盯住执法司法活
动和政法队伍建设中的短板，敢
于刀刃向内，发扬斗争精神，以
整改实际成效推进政法队伍建
设再上新台阶。

市委政法委全体委员，市
直政法部门副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内设机构及直属单位主要
负责人，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公安分局主要领导，县（区）党
委政法委书记、政法单位主要
领导、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乡
（镇、街道）政法委员参加培训。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热潮

市委政法委举办 2020 年第五期“新时代
政法大讲堂”暨全市政法干部政治轮训班

大度村的村办养牛场这几天有两头小牛犊出生，村党支部书记乔天爽（左）每天都到牛场查看小牛犊的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进入
秋冬季节

以来，保蓝天的话题再次
受到关注。在网上，关于

“拉尼娜”的传闻时有传
播。“拉尼娜”现象指的是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表
面温度与常年同期相比大
范围变冷，并且强度和持
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的现
象。一些人期待“拉尼娜”
到来，是因为冷空气会变
得频繁，有利于污染物扩
散。

事实上，从治霾一线
来看，保蓝天不应该寄托
于天气的偶然因素，而应
该把大气污染防治落到实
处。确保“十三五”时期蓝
天保卫战圆满收官、“十四
五”时期蓝天常在，应该摒
弃侥幸心理，面对现实，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构筑保
卫蓝天的制度堤坝。

要排除各种干扰，坚
守靠实干才能保蓝天的信
念。从落实“大气十条”，
到蓝天保卫战，实践经验
告诉我们，持续改善空气
质量，既不能靠风，也不能
靠等，更不能被各种各样
的错误认识所迷惑、所动
摇，要始终如一坚定大气
污染治理方向不变、力度
不减。要抓住各项重点减
排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
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一鼓作气干到底，无论

“拉尼娜”来不来、起不起
作用，都要坚决克服各种
松懈麻痹思想，时刻保持
战斗状态，把秋冬季的污
染减排工作，特别是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超前谋划

好，方案制定好、具体落实
好，求真功、求实效。

要统筹谋划污染源管
控工作，确保持续改善空
气质量。在当前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扎实落实
好“六稳”“六保”和持续做
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必
须立足大局，统筹安排。
一些地方在今年秋冬季出
现空气污染，与没有预先
充分考虑疫情防控保障重
点企业、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排放量会对重污染天气
造成影响有直接关系。笔
者调查发现，一些城市制
定的秋冬季减排清单中，
尽管有全社会减排总量大
盘子，但多数没有把上述
保障企业在应急响应期间
不限产、不停产所形成的
污染量考虑进去，也没有

安排其他减排项目来抵消
这些增加量，导致排放量
增加，意外重污染在本地
形成后又殃及邻市。当前
和今后数月，要确保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确保完成
秋冬季目标任务，就要尽
快弥补好类似可能存在的
工作漏洞。

同时，要精准做好重
污染天气应对，通过做实
重点工作保蓝天。今年以
来，各地认真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大力倡导和
践行精准治理、科学治理、
依法治理。在实际工作
中，还应在精准控污、精准
抢争优良天、精准落实环
保各项法规等方面下更大
功夫，最大限度防治污染、
保住蓝天。

（转自《人民日报》）

保蓝天要靠实干
李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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