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包户联系制度怎么实践？
每月至少入户一次 每季度至少谈心一次

姓名：张亚鑫
年龄：24岁

身份：长辛店镇太子峪村
新闻发声人

“太子峪村是
我的第二故乡，我
希 望 太 子 峪 村 的
发展蒸蒸日上，村
域环境越来越美，
父 老 乡 亲 们 能 够
过 上 幸 福 快 乐 的
生活。”

“

”
■

对
话

曾在办公室偷偷哭过

“跨过了卢沟一拐弯，眼前到了
西山边。古树接天地，塔庙聚灵
气。史书著录有名气呀，风水宝地
太子峪。”正如村歌《太子峪咱的家》
所唱，太子峪村因传说是明朝太子
归宿之地而得名，如今下辖七个自
然村，常住人口6000余人。

24 岁河南姑娘张亚鑫是太子
峪村的党总支委员，主要负责村
里的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在村
委会初见时，她正在准备工作材
料。与如今的游刃有余不同，刚
到太子峪村时的她，还偷偷哭过
好几次。

2018 年，研究生毕业的张亚鑫
考取了丰台区的大学生村官选调
生，同年7月来到太子峪村工作，担
任书记助理。在学校时，张亚鑫曾
在学生会工作过，并担任过常代会
主任、研究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
一系列职务，自信有“管理经验”的
她，没想到学校这一套在村里根本
行不通。

“最大的困难就是，不适应村里
的工作和交流方式，落实一项任务，
10 个村民可能就有 9 人想法不一
样。”张亚鑫回忆说，最初两个月是
最困难的，工作压力大，状态很不
好，有时会偷偷躲在办公室哭。幸
运的是，遇到了很多鼓励和帮助她
的人。

有一次她又因工作问题受到批
评，回到办公室后一边写日记一边
刷刷掉眼泪。这时怀着八九个月身
孕的党总支副书记谷光璞走进来，
在她身旁坐下。

谷光璞是张亚鑫的同校师姐，
也是毕业后来到太子峪村担任大学
生村官，后担任副书记职务，至今已
经在村里工作6年了。谷光璞劝慰
她，遇到挫折很正常，从学校来到村
子，原来的处事方式不能套用，要发
挥自己的知识文化优势，用真情融
入村子。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在这儿，
有什么事就和我说，成长都是从这
个阶段熬过来的。”谷光璞的一番
话，让张亚鑫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忘掉“学生会经验”重新学习

“用真情融入村子”，在之后工
作中，张亚鑫试着忘掉“学生会经
验”，重新学习与村里人相处。

活动保障期间，她和同事一起
主动要求为执勤的党员们送水；村
民孩子想补习功课，她利用工作闲
暇义务辅导；50 多岁的同事打字太
慢，又急需将厚厚的手写稿打成电
子版，她熬夜将稿件敲完，还细心
圈出稿中模糊的字迹，第二天早上
又与同事一一核对，确保没有问题
才放心……

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村里
的大爷大妈就喜欢上这个河南姑
娘，经常拉着她的手谈心，还要帮她
介绍对象。

“村委会很重视有知识有文
化的人，会把很多重要的任务交
给我去做，很信任我。”融入村子
后的张亚鑫迅速成长着，不仅全
程参与了党总支换届选举和村委
会换届工作，还单独带领全村党
员进行组织生活日的学习，主持
百姓大舞台、元宵联欢晚会等一
系列活动。

去年12月28日，仅仅来到村里
不到半年，张亚鑫就在太子峪村党
总支换届选举中高票当选为党总支
委员。

在新的岗位上，这个24岁姑娘
展现出独有的年轻活力。村子里
推行学习强国软件，张亚鑫利用自
己擅长电脑的优势，将操作流程做
成长图，手把手地教 7 位支部书记
注册认证、使用学习、构建下级组
织并邀请他人等。7 位书记学会
后，再分别向自己负责的支部党员
推广宣传。

如今太子峪村掀起了一股学习
强国的热潮，村民们喜欢看里面的
新闻资讯、经典诗词等，有的老人还
带着孩子一起看。

回顾近一年来的变化，张亚鑫
觉得自己对待工作和生活更加自
信和沉稳了。“我在这里就是一个
零基础的学生，就像重新修了一个
学位，每天都能学到不同的东西，
很累也很快乐，这种成长很幸福。”

张亚鑫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葛
苑村，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每逢下雨天，
家乡的道路就会变得泥泞，路上骑车人的后
背常常挂着泥印子。后来国家支持乡村建
设，村里铺上了柏油路，不少家庭住上了敞
亮的大房子。看到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她也畅想，如果自己有能力，也要为农村的
父老乡亲们做些事情。

2017年，学校召开了关于大学生村官
选调生的宣讲会，几乎同一时间，她的研究
生导师推荐她到法国留学，还有机会获得
全额奖学金。

一边是儿时梦想，一边是留学深造的宝
贵机会。思虑再三，她觉得作为一名新时代
的青年党员，要对人民有情怀，才能真正做
出为人民幸福谋福利的事。最终她选择成
为一名大学生村官选调生。

导师劝了她两三次，但她还是决定去农
村。张亚鑫说，父母也希望她能去留学，但最
终还是尊重了她的想法。“我从农村走出来最
后又回到了农村，也曾经担心街坊邻里、亲
人朋友会有看法。”张亚鑫说。

记者：来到太子峪村一年，觉得自己
有没有变化？

张亚鑫：这一年我觉得成长了很多，
对村情民意的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
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记者：听说你喜欢豫剧，有没有给太
子峪村的村民表演过？

张亚鑫：今年村里的元宵节晚会上，
我唱了一段《花木兰》，老人们很喜欢，后
来一些村民就叫我“唱戏的小姑娘”。现
在做宣传工作时，因为戏曲的原因，感觉
他们和我的心更近了。

记者：来太子峪村将近一年，想对家
人说些什么？

张亚鑫：离家在外再加上平时的工作
忙碌，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多陪伴爸爸妈
妈，但你们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
人。现在我在做的事情都是你们期待看到
的，也请相信我，我会继续坚持这份真诚、
热忱的初心，不辜负你们最初对我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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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村官放弃法国留学 张亚鑫：
我会坚持这份初心

90后、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为报考大学生村官选调生放弃法国留学机
会……这些在不少人眼里“不可理解”的关键词加在一起，就是太子峪村新闻
发声人张亚鑫。她还有一个身份——太子峪村党总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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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居民幸福感 辛庄村有妙招
建立党员包户联系制度为群众解难题 3个月收集20余条建议已落实4条

“我在村里修了一个新学位”
24岁张亚鑫放弃留学报考大学生村官选调生 从爱哭的小姑娘变成自信坚韧的太子峪村党总支委员

黄哲程 吴娇颖/文 王嘉宁 杨浩东/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长辛店镇联合策划采写）

最近，81岁杨润清和老伙伴们
唠嗑的时间明显多了；就在半年
前，她每天都要为“上哪儿买菜”而
发愁。这一切变化，都源自小区楼
下新开的“小菜场”。今年年初，杨
润清所在的辛庄村建立党员包户
联系制度，51名包户党员服务全村
1043户村民，每月定期入户走访、
收集群众建议，最受村民们欢迎的

“小菜场”就是党员收集意见之后，
为群众办的实事之一。

新建小区缺乏固定卖菜点

杨润清家住辛庄村鑫园小区，
除了和老伙伴们晒晒太阳唠唠嗑，
日常就是买菜做饭。“以前，油盐酱
醋都没地儿买。现在不一样了，水
果蔬菜、生肉熟食，下楼就能买到，
生活方便多了。”

老人曾经的烦恼，辛庄村党总
支党务副书记张戈也深有体会。

辛庄村位于北京城西南，临近
西六环，隶属于丰台区长辛店镇，全
村共有村民2356人，住户1043户。
鑫园小区属于辛庄村回迁房一期项
目，村民们入住的时间并不长。

张戈介绍，因为辛庄村回迁
房二期项目还未完工，所以暂时
没有收购一期也就是鑫园小区的
底商，致使小区没有固定卖菜地
点，“曾经有一些游商在小区对面
的露天空地上摆摊卖菜，不方便
又不实惠，还特别影响环境。”

辛庄村无偿为菜贩提供商铺

今年年初，辛庄村建立党员
包户联系制度，51 名包户党员每
人联系 20 户左右村民，100%覆盖
全村 1043 户。包户党员需定期
走访群众，收集意见和建议，为
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

鑫园小区物业经理夏金燕正
是 51 名包户党员中的一员，她的

联系对象有 19 户，其中就包括杨
润清老人。“因为我是物业经理，
大家也特别喜欢向我反映问题。”
夏金燕说，在持续走访中，不少村
民说到买菜难，她在记下这个事
情后，及时向村党总支进行了汇
报。

没过多久，辛庄村便找来开发
商，签订了小区底商收购协议，并
把其中一个底商无偿提供给菜贩

使用，唯一要求就是菜品质量要
好、价格要实惠。下一步，辛庄村
还打算引进大型超市，彻底解决村
民的购物难问题。

“这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杨润清老人说，“小菜场”
离她家不到 50 米远，现在，她每
天都会去“小菜场”逛逛，再回小
区和老伙伴们唠唠嗑，日子悠闲
多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辛 庄 村 党 员 包 户 联 系 制 度 自 1
月份开展以来，党员们收集、整理群
众意见共 20 余条，村委会已经解决
落实 4 条，其他问题也都在推进解决
当中。

除了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包户党员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及
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重大
决策部署及村“两委”的决议和决定，
协助村“两委”做好村内各项公益活
动、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动员发动工
作。在今年 3 月的党组织生活日上，

南营一队党支部书记张春红就结合
村委换届工作，带领党员学习候选人
联审机制及村“两委”换届建立“负面
清单”的重要意义。事后，包户党员
入户，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村民，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张戈说，党员包户联系制度虽然只
推行了3个月，却得到了许多村民的赞
赏，这也给包户党员们增加了很多信
心。接下来，辛庄村会不断完善管理制
度、工作流程，为村民提供更多更贴心
的服务。

辛庄村共有村民1043户，党员138
名，其中包户党员 51 名。这 51 名党员
是怎么选出来的？张戈介绍，今年年
初，村里向所有党员发起倡议，党员们
报名踊跃，最终通过推荐、自荐、组织筛
选等方式，确定了51名包户党员，平均
每名党员服务约20户村民。为了方便
工作，村党总支还专门为包户党员制作
了带有标识的挎包和《党员包户联系
本》，让党员用纸和笔记录走访乡亲的
真情故事。

按 照 最 初 的 设 想 ，包 户 党 员 每
月 至 少 入 户 联 系 1 次 ，对 所 联 系 群
众每季度至少谈心交流 1 次。实际
上，包户党员和联系对象的沟通远

不止于此。
张戈告诉记者，由于辛庄村回迁房

二期还在建设中，村民居住较分散。为
了加强联系，辛庄村的南营东队、南营
西队、辛庄南片、辛庄北片及南沟五个
支部都建立了包户党员微信群，“村民
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包户党员，党员通
过微信群反馈信息，我们再联合相关部
门解决问题。”

今年年初，夏金燕就在包户党员
的微信群中上传了一张重疾村民请求
帮助的信息。了解情况后，辛庄村立
即向镇相关部门反映，春节前夕，镇政
府对两户村民进行了慰问并送去了慰
问金。

包户党员可以干什么？
办实事解难题 及时传递新政策

释疑1

释疑2

▲辛庄村党总支党务副书记张戈和包户党员夏金燕到村民杨润清
家中走访。

▶辛庄村党总支党务副书记张戈到“菜场”走访，询问菜价。

▲在村里走访群众时，孩子认出眼前的大姐姐。

▲张亚鑫到老党员家中谈心，收集老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