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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新军

11 月 23 日， 2018 桂林“勤廉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
在桂林大剧院隆重举行。报告会上，彭伟、罗标、赖玉梅三位勤廉榜
样以及苏开德、周述刚两位勤廉榜样事迹的讲述人深情讲述了榜样清
廉守纪、勤政为民、爱岗敬业的工作经历和心路历程，全市 1500 多
名党员干部现场聆听了报告， 10 多万名党员干部通过电视、广播和
网络的直播，第一时间学习了勤廉榜样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榜样
的事迹感人肺腑，榜样的精神催人奋进。

榜样的事迹让人泪流满面

“时间都去哪儿了……”报告会一开始，随着音乐的响起，把大
家带进了“百姓健康守护神”——— 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卫生院院长
彭伟的故事。

出生在四川宜宾的彭伟大学毕业，当大多数毕业生绞尽脑汁，想
方设法留在繁华的都市时，他却毅然决然签订了 3 年的西部志愿者
服务协议，来到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卫生院工作。

“刚到江底乡，我的心都凉了，眼前的一切和我想象的差得太远
了：乡政府所在地从头到尾就一条街，到了晚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
住的是一个 10 平方米左右的单间，好几扇窗子都没有玻璃，厨房就
是走廊上摆的一张桌子……”

随着当事人的深情讲述，一个远离家乡、扎根山区的西部服务志
愿者的励志故事让现场许多人听得泪流满面。

“爸，女儿不孝，我走了。”
“女儿，你答应了在家等我的，等我把路修好，就带你出去看

病。”
“是爸不好，爸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全家。因为穷，爸没得钱带

你去大医院动手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都怪我啊……”
在情景小品《赤脚书记》中，苏开德父女俩的阴阳对话，把整个

报告会推向了高潮。紧接着，恭城电视台记者欧阳露讲述了多次采访
苏开德的故事。一个“穷怕了”的村支部书记，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带
领大家修建道路、发展产业，建设美好家园的崇高形象展现在大家眼
前，让台下很多听众潸然泪下，深深敬仰。

报告会上，“植物医师”罗标生动地讲述了 38 年坚守在农技推

广第一线，在田间地头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虫痴”故事；
新时代的纪检人周述刚的妻子冯建秋，讲述了周述刚作为一名纪

检干部的铁汉柔情；
被乡亲们称为好大姐的赖玉梅，讲述了她在平凡的岗位上舍小

家，顾大家，弃安逸，战贫穷，用满腔热情带领村民一步步走上致富
之路的心路历程。

一次次深情的讲述，一个个勤廉榜样的鲜活故事走进了大家的心
灵深处，报告会现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报告会多次触发泪点，多次掌声响起！平凡的人，平凡的事；
朴实的情，朴实的理；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太感动、太感慨！”聆听完报告后，一位领导干部感触地说。

10 多万名党员干部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收看

榜样事迹

23 日一大早，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门等村的党员群众就聚集
在村党支部书记苏开德家里，当看到以老支书事迹创作的情景剧在舞
台上演出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看了都感动得流眼泪了，我们书
记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门等村团支书苏秋梅表示。

“观看 2018 桂林市‘勤廉榜样’主题情景报告会的时候，我泪
流满面，因为会场有太多人，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只能任由泪水流
淌。”在龙胜分会场观看直播的龙胜各族自治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

主任曾学强表示。他说，龙胜江底乡卫生院院长彭伟作为一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扎根山区，为困难群众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让自
己的手机号码成为了江底乡的健康热线，这种把群众放在心里，群
众十分信赖的干部才是基层最需要和最值得点赞的干部。同样，作
为一名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曾学强表示，将以彭伟为榜样，把
自己的光和热更多地洒在基层老百姓的身上，用在能为民谋福利的
实事中去。

榜样们在平凡的岗位，做着平凡的工作，但又从平凡中升华了
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罗标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这些事迹都是实
实在在的，我们能够看得到，也能够感受得到。”观看了罗标等勤
廉榜样的先进事迹后，灌阳县农业系统党员干部孙太华表示。

灵川县组织在家四家班子领导以及各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县纪委监
委全体干部收看“勤廉榜样”先进事迹情景报告会。灵川县纪检干部周
述刚一心勤政的事迹，更是在灵川干部群众中引发共鸣，大家表示，要
在今后的工作中践行榜样精神，把他们先进事迹中所蕴含的精神财富转
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自觉行动。

这是一场形式独特的报告会

这是一场触动人心的报告会，也是一场形式独特的报告会。
报告会上，除了现场播放勤廉榜样真实感人的事迹短片，还通过讲

述感人故事、表演情景小品、诗朗诵、现场连线采访等方式让观众了解
“勤廉榜样”的先进事迹，让党员、干部、群众“零距离”感受榜样力
量。

“不仅勤廉榜样的事迹感人，报告会的形式也新颖独特，让人耳目
一新。这是一场少见的、高水准的情景事迹报告会。”现场聆听报告会
后，一位观众从另一个角度对情景报告会给予高度赞扬。

“电视、广播和网络进行同步直播， 10 多万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
聆听报告接受教育，这样的传播效果非常好。”许多用手机观看了报告
会的党员干部认为这种教育形式非常好。

“内敛、简洁、大气的场景布置，极致烘托；主持、讲述、表演的
穿插安排，一气呵成；文字、动作、台风的精雕细排，恰到好处；电视、电
台、网络的实时直播，教育面广。可以看出策划者立意之高、实施者落实之
力，本身就在践行勤廉！”现场聆听报告会后，一位领导干部从专业的
角度对报告会给予高度评价，并向报告会的组织者表达了敬意。

事迹感人肺腑 精神催人奋进
—— 2018 桂林“勤廉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侧记

“百姓健康守护神”——— 彭伟

“我希望能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尽可能地帮助江底乡所有
需要帮助的困难患者，用自己微弱的光芒照亮周边更多的地
方。”这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卫生院院长彭伟最大的心
愿。

2009 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的彭伟大学毕业，当大多数毕
业生想方设法留在繁华的都市时，他却毅然决然地签订了 3
年的西部志愿者服务协议，来到了龙胜江底乡，成为一名乡村
医生。三年期满时，彭伟选择了继续留下。从此，江底就成为
了他的第二故乡，这里的村民成为了他的亲人。

9 年来，他时常在工作之余“上山下乡”，为周边困难家
庭免费上门治病；组织医疗小分队前往周边山区困难家庭进行
义诊，坚持每周上门一次免费服务；带领团队在全县十个乡镇
卫生院中率先争创“健康扶贫示范乡”，第一个出台实施了对
江底乡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免收诊疗挂号费的惠民政策，率先
在全县开展医务人员结对帮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贫困
户。同时，重新启用了因技术人才调离而荒废十多年的中医
科，这个中医科也成了全县所有乡镇卫生院中第一个重新恢复
功能的中医科。他以一颗“医者仁心”赢得了“百姓健康守护
神”的称号。

“植物医生”——— 罗标

家人眼里，他是个“虫痴”，普通人在天台上种花草，他
却在楼顶上养害虫；同事眼里，他是“侦察兵”，每天下田头
记录病虫动态，汗水、露水、泥水湿透衣衫；农民兄弟眼里，
他是“杀虫王”， 24 小时随叫随到的稻田“ 110 ”，他就是
灌阳县植物保护站农技推广研究员罗标。

他 38 年如一日，奋斗在农技推广工作第一线，与农民及
农作物为伴，同病虫害作斗争，及时准确地发布《病虫情
报》，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他工作勤奋，手机号成了农技咨询
热线，指导农民及 100 多个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的农业病
虫防治工作，通过微信、农技宝等现代办公通讯工具提高工作
效率。他廉洁自律，农民要送土特产给他，他都一一谢绝。在
实施“超级稻加再生稻高产攻关”项目中，获得第九届“袁隆
平农业科技奖”，为 2017 年实现亩产超级稻 1009 .45 公斤加
再生稻 521 . 1 公斤，每亩总产超 1500 公斤做出了应有贡献，
袁隆平题字“灌阳再生稻甲全球”。

辞不掉的“赤脚书记”——— 苏开德

在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门等村，有一位干部 40 岁上任
村支书，一干就是 30 余年。 30 多年，连续 5 届支部换届选
举中他提出让贤申请，但是每次都是全票当选，想辞都辞不
掉。 30 多年，他用一双赤脚走遍全村，用热情与执着，筑就
了乡亲们的小康梦。他就是被大家亲热地称为“赤脚书记”的
苏开德。

自 1986 年起担任莲花镇门等村支部书记，苏开德那一双
粗大的赤脚就走遍了门等村的每个角落，也丈量着村里的发展
道路。要想富，先修路。在修建通村道路时，他率先垂范，主
动拿出了自己的 1 . 5 亩土地跟其中一户因为土地少不接受征
收的村民交换，又以远低于征地标准的价格领取了补偿金，为
道路修建扫清了障碍。他带领村两委在村里建立自然村卫生保
洁制度，实行环境卫生“小区化管理”模式，使村容村貌实现
日常保洁。他带领群众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带领全村走出了一
条生态乡村幸福大道。

如今，已经 71 岁高龄，当别人问他准备干到什么时候，他笑
着说：“这个我没想过，只要在任一天，我就干好一天。”

新时代纪检人——— 周述刚

一谈起纪检干部，很多人首先联想起的就是铁面无私的黑
脸包公。而他更像是党员干部身边苦口婆心的谏言人，经常让
你“红红脸，出出汗”；他更像是治病救人的良医，灵活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教育党员干部，厚爱与严管并重；他不会让
你堕入深渊，而是拉你一把让你重新踏上征程。这就是新时代
纪检人——— 灵川县纪委常委周述刚。

2015 年 9 月开始，全县开展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工作，作为分管案件查办的领导，他一刻
也不敢停歇，高强度的工作、高频率地下乡办案下来，他慢慢
感觉自己的双腿开始出现疼痛现象。尽管发现自己身体状况不
佳，他却依然坚守在办案一线，下乡查办案件靠吃止痛药缓解
疼痛。 2017 年 2 月到医院治疗，经确诊为股骨头坏死，不能
正常行走。为了不影响工作，直至 2017 年 4 月将手上的案件
全部办完以后，周述刚才正式向单位递交请假条。

“这点疼痛痛在身体，可以忍，忍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
但是作为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一员，看到党的肌体上有创伤我
不能忍，因为我痛在心上。”周述刚希望通过自己及广大纪检
监察干部的努力，有更多的党员干部引以为戒，坚守底线，政
治生态越来越好。

村民致富的“领路人”——— 赖玉梅

在平凡的岗位上她舍小家、顾大家，弃安逸、战贫穷，用
满腔热情耕耘着养育她的土地，带领村民一步步走上致富之
路。她是十九大代表、阳朔县白沙镇蕉芭林村党支部书记赖玉
梅。

“果园创业十几载，回报真情果灿灿，顾业舍家亲儿泪，
心装百姓无具细。挥汗攻艰挑大梁，誓为家乡能致富，无愧党
员真身份，山区群众好当家。”这是赖玉梅的真实写照。

一人富是本分，共同富是责任，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她
将这份责任扛在肩上，将自己的致富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乡
亲们。她坚持走“科技兴农”的发展道路，成立了桂珠金桔专
业合作社，带动全村金桔种植业走向规模化，用产业的发展来
带动一方百姓致富。赖玉梅还帮助困难户 60 多户，扶持资金
40 多万元，解决农村劳动力 200 多人就业。

她还自嘲说：“我是倒贴干部！”出钱出地，在自己金桔
园里盖起培训楼，每年向全县 3000 多金桔种植户传授先进种
植技术。

忠诚卫士——— 王学秋

在人民群众受到危险时，面对生死瞬间，他临危不惧，果
断处置，体现了一个人民警察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精神。

现任平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指挥中心党支
部书记的王学秋，因工作突出，5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荣获

“全区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特别是在处置震惊全国的平乐
县桂江大桥肇事司机驾车疯狂冲撞执勤民警、群众的骇人恶性
案件中，王学秋置生死于度外，及时果断处置，成功抓获了犯罪
嫌疑人，确保了现场群众无人伤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
赞，公安部为此专门发电向他表示慰问并致以崇高敬意。

十年来，王学秋作为指挥中心主任，他既当“指挥员”又
当“战斗员”。在他的带动下，十年来，指挥中心民警立功 6
人次，荣获各类嘉奖等表彰 10 余人次，成为了全局的一个标
杆、一面旗帜。

红旗村书记——— 陆良德

“人不吃钱鬼都怕。”这是临桂区五通镇江门村党总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陆良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 23 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带领江门村致富奔
小康。经过 20 多年的持续建设，目前村集体林木面积近
5000 亩，同时拥有总装机容量达 1000 多千瓦的水电站两
座，村集体总资产超过 1000 万元，年收入 100 多万元。

一群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面对巨额资金，如何确保
村集体资金的安全？他用完善的制度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多年
来村里没有发生村集体资金使用违规违纪现象，全村人同心聚
力谋发展，由一个过去的负债村一跃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有名的
“红旗村”、年收入超百万的致富村。陆良德也多次荣获镇、
县(区)、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他又荣获了自治区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群众的“定盘星”——— 李青

自打进入社区工作的那天起，李青就喜欢在社区楼道里
转，早上转一圈，中午转一圈，晚上再转一圈，几乎成了他
16 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可别小看他这转一转，总能转出些
小问题：哪家的窗户没关好，哪家的矛盾需要调解，哪家遇上
了困难，他都了然于心。因此，居民打趣地称他为“三转书
记”。他，就是七星区辰山社区党委书记李青。

近年来，李青率先在七星区构建了廉洁工作站，推行了
“册网屏站”便民利民无缝服务平台。他把基层党建与社区管
理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廉洁工作、“智慧社区党建”
新模式，建设了“五通一网”，推行“了民需，聚民力，理民
事，解民忧，凝民情”的“五步为民工作法”。同时，以党建
为引领，打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廉洁物语”教育，
既促进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又推进了社区文明和谐，创造了
“零上访、零纠纷、零邪教、零吸毒、零发案、零犯罪”“六
零”社区奇迹。

群众信赖的“身边人”——— 于伍生

从警 10 多年，甘做社区的有心人，群众信赖的“身边
人”。当他身患绝症之时，社区群众自发捐款救助，谱写了一
曲“人民爱警察，警察为人民”的新时代警民鱼水情之歌。他
就是市公安局三里店派出所一级警员于伍生。

2004 年，从部队转业后，他一直在市公安局七星分局三
里店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工作。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以社区为家，视群众为亲人。他常说：“我是社区
民警，社区群众不满意，我就是失职。”为此，他时时、事
事、处处把社区群众放在心上，只要群众有事，他随叫随到。
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军人的韧劲，防范压案、行业单位检查、重
点人员维稳、走访入户总有他的身影。

“只要你心中装着群众，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哪怕事情再微不足道，群众都会记住你。”于伍生这么
说，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作为人民警察的誓言，得到了上级机关
和群众的一致认可。

全国模范法官——— 贺亮

他清正为人，淡泊名利，与绝症抗争，让正义彰显，是当
代法官学习的好榜样。他，就是全国模范法官、象山区人民法
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贺亮。

30 岁时身患绝症，他乐观向上，通过积极治疗出院后，
重返审判岗位。十多年来，贺亮爱岗敬业，勤政廉政，共审结
大大小小 2000 余件案件，至今保持着无错案、无投诉的纪
录。“群众”这个字眼，在贺亮的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在他
的工作实践中，办理的每一个案件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司法为
民”的深刻理解。

“如履薄冰做人，谨慎小心做事”和“不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贺亮常用这两句话来告诫自己，并给自己
立下三条规矩：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饭不吃；管住自己的
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钱不拿。
2013 年 12 月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014 年、 2015 年
连续两年荣立个人二等功， 2015 年 1 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法
官， 2016 年 1 月被评为全国模范法官。

□本报记者文新军 整理

“勤廉榜样”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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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
族自治县 180
多名党员领导
干 部 在 分 会
场，集中收看
“勤廉榜样”

先进事迹主题
情景报告会。

通讯员
梁丽琴 摄

“勤廉
榜样”的感人
事迹深深打动
了 现 场 的 观
众。

记者
何平江 摄

社会各界
干部群众一起聆
听报告。

记者何平江 摄

▲赤脚书记——— 苏开德在桂林参加 2018 桂林“勤廉榜
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的消息，在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
镇门等村不胫而走，乡亲们欢欣鼓舞，纷纷在家收看这位大家
最敬重的老书记事迹直播。

通讯员何军 李新 摄

▲最美的诗歌献给“勤廉榜样”。

记者何平江 摄

报告会结束
后，赵乐秦、粟增
林、潘永建、吕洪
安、彭东光等市领
导来到舞台上与
“勤廉榜样”代表
及“勤廉榜样”代
表事迹讲述人合
影。

记者何平江 摄

▲“勤廉榜样”先进事迹
主题情景报告会现场。

记者唐侃 摄

▲根据“赤脚书记”苏开德的感人事迹改编的情景剧。

记者何平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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