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采艺苑

       在美好的基层岁月里，我们常被身
边的点点滴滴所触动。一个动作或眼神，
一句温馨的鼓励或劝告，一次意外的相
遇或碰撞，甚至一滴雨水、一缕春风、
一行文字、一幅画面等，于不经意间怦
然拨动我们年轻而敏感的心弦。
       时间总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你觉得
它跳动很慢的时候，却在不经意间流失
了，而当你觉得时光飞梭的时候，它却
令你苦不堪言，盼星星盼月亮，它却悠
闲自在地闲晃着，好像全世界都在受它
指挥。在基层的日子里，申请资金、拆迁、
食品安全检查、迎检、民事纠纷，整整
十六个月，手指已经数不过来的四百多
个日日夜夜，那么短，又那么长。
       奇妙的感觉，温暖的情怀，美好的
想象，深刻的哲思，一瞬间漾遍全身，
在村工作的这些日子里，让我们更加懂
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坚韧，懂得幸
福。大学生村官，感受的是一种正能量
在身体内流淌，享受的是干群关系传递

浓浓关爱，享受的是群众期待眼神透露
对我们的需要。我体验过烈日下戴安全
帽和村领导一起参观村动迁安置房基地
的建造情况，我体验过 7月台风大雨滂
沱，水进农户，没淹道路，连夜值班，
拼尽全力，还是挽救不了群众损失的那
种心痛。这时，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无法懈怠，更无法漠视。
       然而基层有它的魅力，农村有独特
的味道，它牵引着你，让你舍不得离去。
在一次次活动中，我感受着组织的温暖，
感受着组织的魄力，感受着组织的大手
在推动我慢慢前进。                              
       在村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经历了很
多有意义的事情，不知道从何说起，就
像某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每一件事情
重要的是过程，而结果无足轻重，享受
的是过程中那份说不出的感觉。”至少，
大学生村官，我经历过。

(2014 届大场镇联西村 陶征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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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棋，
我们是真正的弈手。
纵然一定会有输赢，
但过程依然精彩；
纵然会有挫折和困苦，
但将生活一军的乐趣依然存在；
纵然会留下遗憾，
但奋斗过的人生不后悔。
棋子尚有黑白两色，
人生亦是如此。
不必在乎黑白两子暂时谁占优势，
在乎的只是下棋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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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依然水平如镜；
更不必在乎黑白两子谁多谁少，
在乎的只是谁战胜了谁，
而谁又败给了谁。
结果固然重要，
但心态更为可贵。

人生如曲，
我们是歌曲的编创者，
而生活则是组成歌曲的一个个音符。
众人皆知，
歌曲分高音和低音两部分，
可谁又曾想过，
人生也何尝不是如此？
曲因有高音低音互相融合，
互相映衬而美妙动听，
倘若歌曲仅有其中一种音调，
则会变得枯燥乏味。
再看人生，
有酸有甜有苦有乐才会有滋有味。

    （2013 届月浦镇段泾村  邹峰 )

11 月 26 日，宝山区大学生村官队伍来
到月浦镇月狮村，开展“村际访学”学习交
流活动。区委组织部组织科张谊老师，月浦
镇党委委员、镇组织科科长王燕华，月狮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明出席活动。

会上，王燕华科长就月浦镇在经济建设、
文明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取
得成效作了简要介绍。周建明书记跟大家分
享了自己近三十年的农村工作经历。他告诫：
农村工作不但要讲究方法，更要学会做人，
在遇到无理要求的时候要学会“霸气”，要
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利益，并对大学生村官
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鼓励我们在基层努力

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会后，全体成员前往位于月狮村辖区内

的花卉养殖基地——虹越园艺家参观，园艺
家的负责人员为大家介绍了基地的先进设施
和技术理念，使村官们对花卉养殖技术及培
育方法有了进一步了解。

“村际访学”是宝山区大学生村官队伍创
建的一项品牌活动，截至目前在全区各镇共
开展了 5 次“村际访学”。该活动旨在增进
我区在职大学生村官的彼此了解及工作经验
交流，同时学习借鉴村里老同志好的经验和
技术，带头干事创业，带领群众致富，为老
百姓多办实事做好事，努力在新农村建设中
奋发有为、争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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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议上，周建明书记用最朴实的语言，
告诉了我们农村工作所需要的本质：诚信做人和
为人霸气。其中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诚信做人这
点。诚信乃为人之本，做人的诚信尤为重要，只
有以诚待人，别人才会真诚对你。这点对于农村
工作十分重要，只有诚心为村民服务，把村民的
利益时刻放在心上，才能做好农村工作；也只有
诚心与村民相交，去了解他们所需所想，才能有
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切实为群众服务。

（2014 届顾村镇沈杨村 陆一菁）

这次访学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周书记
的一句话“为村民多做实事，不说空话。”在我
看来，周书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这就是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最基本的责
任。我们应该要向周书记学习，在和百姓相处的
过程中深入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时刻把人民群
众放在心上，装在心里，才能了解百姓所思所盼、
体会人民群众的冷暖诉求。只有做到了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才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才能把工作开展好。

（2015 届罗泾镇和平村 曹沁雯）

细细回想这一下午的访学内容，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就是月狮村周书记说的两个字“霸气”。
几十年的村级工作经验，让他可以有很多丰富内
容可以讲述，但是这一切最终归结为“霸气”二
字。我认为说的甚是在理，“霸气”也是农村工
作中必不可缺的法宝之一。在村里工作也有一年
多了，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和问题，有些人
讲理那就晓之以理，但是，当有些人胡搅蛮缠，
毫无道理可言时，我们就应该拿出“霸气”的态
度，坚决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这不仅使自己的工
作变得更加简便、调理更清晰，而且在更大程度
上可以保证全村村民的整体利益。

（2014 届月浦镇聚源桥村 顾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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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做人·务实做事·创新思考
                       ——月浦月狮村村际访学有感       

《带灯》
作者简介 

贾平凹，当代作家。1974 年
开始发表作品。1975 年毕业于西
北大学中文系。1982 年发表作品
《鬼城》、《二月杏》。1992 年
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
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1997 年
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2003 年，先后
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文学院院长。2008 年凭借
《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内容推荐

该书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
角透视当下的中国社会，通过带
灯的工作展现当前的基层中国现
实，通过她与远方人的通信展示
基层干部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
说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创作基础，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

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以往的
创作经验，给文坛带来又一次惊
喜。一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
虫，一场清水静流的爱恋，一次
螳臂当车的抗争，一颗在浊世索
求光明的灵魂。《带灯》是可以
传世的文学画卷，它以文学的方
式定格了众生的苦难，以幻化的
笔墨勾勒了人间和彼岸。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售  价：38.00元

古镇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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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龙船是上海市宝山区的
汉族传统民俗活动。始于明、盛
于清，重观赏、轻竞渡，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

太平禅寺始建于清乾隆年
间，原供奉太平老爷，故而得名
太平庙。该寺占地 10 亩，建有天
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太平
老爷殿等，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顾村作为上海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顾村镇以“诗歌之乡”
闻名，寄情诗歌、以诗会友的传统。然而在这样一个艺

术之乡中，也有很多颇具风貌的特色古建，有小隐于乡野，也有
大隐于市场；有上亩良院，也有海派里弄。

        绿地公元 1860 小区，
首创第三代石库门建筑。
荣获上海世博会指定“海
派传统民居示范基地”资
格。

罗店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迄今已有 600 多年
的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罗店已是一个

物产丰富、商贸辐辏的商业大镇；到了清康熙年间，
棉花、棉布交易兴隆，故有金罗店之称。

▲  宝山寺

寺院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
由士绅唐月轩舍宅为寺而成，
清乾隆二十七年曾经重修。现
在的宝山寺采用传统伽蓝纵轴
式布局，为晚唐宫殿式建筑风
格，以非洲红花梨纯木榫卯构
造，结构严谨，古朴大方。

花神堂位于罗店镇赵巷行。
明天启年间与该镇城隍庙诸殿同
时建造，清咸丰十一年毁于战火，
光绪十三年重建。古时罗店花神
堂既是同业行会聚会的场所，又
是他们维系业内利益的一个殿堂。
现今，花神堂的重建，凝聚着罗
店几代人的热切期盼。

  花神堂

▲  

  太平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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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案例

2015 年 5 月起，我开始协
助镇武装部从事本年度兵役登记
和征兵工作。通过兵役登记，征
兵报名，体检，政审等工作，我
镇 6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在整
个征兵过程，兵役登记无疑是其
中重要一环。通过对本年度征兵
工作中兵役登记流程的思考和反
思，我将本年度兵役登记工作的
经验和教训与大家共同分享。

一要吃透工作要求。兵役登
记是征兵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征
兵宣传的主要渠道。作为今年我
镇兵役登记的技术负责人，要承
担所有 351 名公民和 26 名村居
连长的答疑解惑。根据上级要求，
今年兵役登记统一以网络登记为
准，往年的单机系统今年不再使
用。这虽然看似减轻了工作量，
但对我们工作的细致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往年，只要能网络打
印报表，就算兵役登记报名表有
些有出入也无关紧要。但今年，
网络登记作为唯一途径，必须把
握好登记质量，确保每个人，特

别是应征公民的数据一定要准确
无误，否则后期改正会浪费不少
时间和精力。因此，在前期适龄
公民进行网络兵役登记过程中，
要反复强调数据的真实性。往年
已登记的要认真核对个人信息，
如实更新信息。今年首次登记要
如实填写，确保数据无误。

二要规划好登记流程。根据
往年的经验，很多人并没有打印
网络报名表和存根，挤在现场进
行注册，这就造成了工作不畅。
今年为杜绝此类问题，统一向各
村居民兵连长要求，必须确保兵
役登记人员打印好网络报名表和
存根，有效分解了压力。并给各
个村安排好登记时间，分解到了
若干天。这样既不会造成网络拥
挤排队，也不会造成现场拥挤排
队，大大减轻镇兵役登记站的工
作压力，将精力放到有应征意向
的青年上来，放到征兵宣传上来，
为下一步征兵做好预备。

三要做好应急预案。兵役登

记所用的全国征兵网为全国统一
使用，某些时段可能拥堵，难以
访问。如果网站出问题，则无法
顺利完成兵役登记。根据往年经
验，要做好网络堵塞下的应急预
案。根据网络报表内容，制作一
张电子版并打印出来作为备份，
一旦网络出错且长时间不能恢复
时，让在场人员预填此表，然后
等后期网络通畅时再进行填报。

兵役登记是征兵工作的第一
步，是征兵宣传的主阵地。做好
兵役登记工作，有助于国家掌握
适龄青年基本情况，有利于选拔
优秀适龄青年参军入伍，是整个
征兵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开始。正
是因为今年我镇的兵役登记工作
准备充分，现场登记到位，才确
保了今年我镇兵役登记率高，准
确率高，为征兵打下良好铺垫。
在此基础上，今年我镇圆满完成
了征兵任务，为部队输送新鲜血
液。

（2013届罗泾镇高椿树村  杨伟伟）

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早解决。
       三、细致入微，沟通入手。建立详尽的一户
一档资料。通过沟通交流，了解拆迁户的情况，
切实为拆迁户考虑，避免上门工作变成上门“扰
民”，使拆迁户产生反感。将心比心、推心置腹
的沟通，拆迁户会对我们的理解和信任逐渐增加。
       四、诚心服务，解决困难。拆迁户所面对的
困难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逐一解决，有些实际
困难我们很难满足他们，但是只要我们尽力做了，
做到能解决的问题尽可能解决，不能解决的作出
努力，并做好解释工作，拆迁户还是会理解的。
       五、阳光作业，公平公正。拆迁工作难，难
就难在拆迁户怕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个人利益得
不到保护。所以评估、对账、签约等都要坚持公
平公正，绝对不让老实人吃亏，绝对不让“拖拉户”
占便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实施征地公告、安置
方案和补偿办法公示等制度，保障群众知情权和
监督权，打消群众疑虑。

打好提前量  遇事不再慌
                                                         ——2015 年罗泾镇兵役登记工作

       近期，我被借调到了镇动迁办工作，在一段
时间工作后对该项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体
会。每一户的签约都充满艰辛，都凝聚着工作人
员的心血和汗水，令我深切体会到“细节决定成
败，用心才能如愿”的道理。结合我近期来的实践，
现就如何做好征地拆迁群众的思想工作，谈谈本
人的粗浅看法。
        一、吃透政策，能言善辩。征地拆迁政策内
容繁多，各种结构的房屋及附属物的补偿标准都
不一，面积丈量方法也有讲究。要吃透政策，心
中有数，才能与拆迁户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用能
言善辩的“铁嘴”，才有可能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二、掌握主动，靠前服务。征地拆迁情况复杂，
群众的思想工作难做。只有掌握工作主动权，增
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化解矛盾、推进
工作。要深入调查，注重掌握动态。前期要提前
掌握情况，过程中，要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

动迁那点事儿

（2013 届月浦镇段泾村  邹峰）

学习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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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支部委员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要想做好
基层工作，就要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所思
所急，在具体的行动中做实事，做好事。

要多和其他来自基层的工作人员接触，学
习他们的工作经验，不断加深自己对基层工作
的认识，提升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坚持在学中干，
在干中学，在牢固掌握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
内容、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这些东西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地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要树立群众观点，坚持把群众工作理念贯穿
工作全过程，用群众工作统揽工作。经常和村
民小组长联系，通过她们了解村民的实际情况，
关心基层群众，使自己融入其中。把握每次走
访群众的机会，多和他们聊聊天，听取群众的
意见，把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
于全部工作中，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说话办
事，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打
开工作局面。

        回顾这一年多的村官工作，我学会了很多为
人处世的方法和工作方式，其中让我尽快了解农
村、融入村民生活的就是利用好两个饭后一小时。
        第一个饭后一小时指的是午饭后一小时。午
饭后，跟着村里的“老法师”一起沿着村边的小
路散个步，听听“老法师”的讲解，慢慢地对村
里的各方面情况都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平时村
里有点什么变化也会及时的获知。
        第二个饭后一小时指的是晚饭后一小时。村
民们习惯晚饭后聚集在一起聊聊天，东家长、西
家短，你一句我一句。多听听这些信息，就会知
道村民彼此之间的关系，村民的需求等等，在遇
到事情的时候，这些讯息就会帮助我有效地处理
工作。同时，饭后与村民们一起聊聊天，也是融
入村民生活的最好方式。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所说的：“芸芸众生
能做大事的实在太少，多数人的多数情况总还只
能做一些具体的、琐碎的、单调的事，也许过于
平淡，也许鸡毛蒜皮，但这就是工作，是生活，
是成就大事不可缺少的基础。”农村工作正是这
样的，我将以耐心与热情继续努力地工作着、生
活着。

在西埝工作已有三年半，担任支部委员也有
一年。这一路走来，我在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上
都有了较大的提升，我总结了三个“勤”来做好
我的本职工作。       

第一要勤于学习，首先向书本学，学习政治
理论、法律、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多方面的新农
村建设知识；其次是向周围的领导、党员、群众
学习，虚心请教基层工作的经验方法；再有就是
向实践学习，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去，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实实在在的工作方法。
         第二要勤于工作，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繁杂
纷复，要做到了解村情，才能找准方向，找到工
作落脚点。只有踏实做好每项工作，珍惜每一个
工作的机会，不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工
作水平，才能更好地为农民群众服务。
        第三要勤于反思，基层工作涉及方方面面，
经验靠日积月累没有捷径，所以每一项工作做好
后都要再反思，发现不足，力争以后能做到更好。
勤于反思，能使农村工作更贴合既定目标；勤于
反思，能使农村工作过程减少纰漏；勤于反思，
能使工作结果更令村民满意和放心。

        担任支部委员后，我具体负责党建、科普、
体育、社区教育等条线的日常工作。从之前的各
个条线打杂选手，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条线负
责人，我清醒的认识到，必须戒骄戒躁，继续保
持谦虚谨慎的心态，在做好自己负责条线的同时，
必须继续做好各个条线的技术支持工作，让村里
的各项工作整体处于先进水平，才算履行好自己
到村任职的初衷。
        转眼间，我任职村支部委员也有一年。在这
一年里，我继续加大学习力度，认真学习自己负
责条线的各项知识与技能，并继续为其他条线提
供技术支持。同时，我也注重先进工作经验的分
享与传承，辅助村里工作人员提高业务处理思维
能力，提高计算机应用技能，把他们从传统的纸
笔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好的精力去从事其
他重要工作。我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错，
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我必须扎下根去，认真学
习，争取有所得，有所为。

两个一小时

（2014 届罗泾镇民众村  徐奔）（2014 届罗泾镇海红村  马晓艳）

（2012 届罗店镇西埝村  王晓彬）

勤学勤做勤反思

深入群众  多办实事

（2013 届罗泾镇高椿树村  杨伟伟）

戒骄戒躁  勇往直前

       2014 年 11 月村党支部和 2015 年 7 月
村委会换届选举后，我区 4名大学生村官
通过公推直选进入了村两委班子。那么当
选两委班子后的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工作
经验和感悟跟我们分享呢？我们一起去听
一听吧。

       2014 年 11 月村党支部和 2015 年 7 月
村委会换届选举后，我区 4名大学生村官
通过公推直选进入了村两委班子。那么当
选两委班子后的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工作
经验和感悟跟我们分享呢？我们一起去听
一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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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宝山区基层党组织

经济班

       作为国家重要的钢铁制造基地和港
口，宝山区的产业结构一直偏重于此，
面对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居民环保意识
提升等因素，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谋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适应当前经
济新形势，打造经济新常态。

（2015 届大场镇场中村  鲍琦方）

       推动宝山加快转型发展可以凝聚宝
山区乃至上海市现代服务业上下游资
源，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协作、创新与
联动，提升我区现代服务产业的技术和
商业创新能力，整合涉及现代服务产业
发展的投融资、科研机构等资源，改善
我区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推
动制定现代服务产业标准，努力将宝山
打造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现代服务产业
的高地。

（2014 届罗店镇张士村  卫晓通）

党性班
       经过三天的培训，我自己的感悟收
获有三点：一是要强化政治意识，坚
定理想信念。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二是要强化宗旨意识，
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做到思想上尊重
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
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三是要强化
自律意识，坚守党性原则。做到常怀
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想，常修为官
之德，不为私利所为，不为金钱所诱，
不为享乐所惑。

（2012 届罗店镇西埝村  王晓彬）

       着眼于我区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区
内交通地理位置实际，立足现有的优势
资源，在当下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下，我
们应该着力发展以宝山邮轮港为核心的
游轮产业，不但在航线以及停泊上加以
支持，更要在后期配套中投入人力、物
力，形成海上游轮加港口停靠休闲区的
模式，吸引游轮旅客消费。

（2013 届大场镇联东村  周建明）

       作为宝山人，我深切感觉到宝山近
几年来的改变：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导向，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大
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科技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转型步伐明显
加快，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环境保
护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社会保障和公
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持续改
善。        

（2013 届罗泾镇潘桥村  朱晨）

       作为基层工作
织中最贴近党员和
系群众、服务群众
直接展示了党在人
此工作中要忍得住
不为名利所累 , 不
情所扰 , 时刻想着
益，做遵纪守法、

（2014 届顾

       短短的三天培
育意义是深远的，
到了重任在肩。在
从大处着眼，小事
在工作中用好、用
新风貌。

（2014 届罗泾

       作为一名年轻
形势，以高度的责
迫感，带头加强党
素质；要正确看待
树立正确人生观，
服务作为自己的终
的责任。作为一名
工作要安心、尽心
衍塞责、不疲于应

（2013 届罗店

       全心全意为人
旨，也是乡镇工作
内容。为什么人的
的问题，原则的问
核心内容。廉洁自
我们党获得人民群
持的首要条件，也
利和建设发展的保

（2014 届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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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是党的基层组
和群众的，担任着联
众的重要纽带作用，
人民群众的形象，因
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不为物欲所惑 , 不为人
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勤政为民的模范。
顾村镇沈宅村  王佳）

培训，给我们带来的教
也让我们深刻感受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
事着手，把所学到的
用实，创造工作上的

泾镇海红村  马晓艳）

轻的党员，要适应新的
责任感、使命感、紧
党性修养，提高自身
待成绩、名利和地位，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

终生追求和义不容辞
名大学生村官，对待
心、用心，做到不敷
应付、不草率行事。
店镇北金村  杨海微）

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
作者党性修养的核心
的问题，是一个根本
问题，是党性修养的
自律，勤政为民，是
群众拥护、信任和支
也是我们取得革命胜
保证。
村镇顾村村  孔智擎）

       自警，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要
有高度的警觉，要对可能出现的错误
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面
临着金钱物质利益、名利地位的考验，
自己给自己敲警钟，时刻提醒自己不
要违背党的原则、党纪国法和思想道
德。 　

（2015 届顾村镇广福村  倪申晓阳）

       共产党员的党性，是由党的性质所
决定的，它的基本点是确定不变的；
同时，它又是不断运动着的客观实在，
随着客观环境及党自身认识及经验的
积累，党性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其具体内容和重点又在不断变动、充
实和提高。

（2015 届罗泾镇合建村  刘意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牢固树立马
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倾听群众呼声，
反映群众的意愿，维护群众的利益，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群众利益无小事。

（2012 届月浦镇钱潘村  王梦娇）

党建班

        通过培训学习，使我对基层党建工
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老师讲解、
现场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深入浅出
的分析了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重要性，
及党务工作的规范流程。通过本次培
训，不仅提高了党务工作者自身的执行
能力、业务水平，对基层村居党务工作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2014 届大场镇联西村  陶征江）

       我认为要使两新组织主动融入区域
化党建中，要加大整合，让区域化党
建成为两新党建的有力依托，重组各
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加强各方纽
带联系，形成以党建共同体为核心的
区域发展共同体，逐步形成以资源供
给、服务配送、志愿公益等多种方式
为主的工作机制，为主动融入区域化
党建创造条件。

（2014 届顾村镇沈杨村  陆一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