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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村子，村民在评低保的时候，曾因争得太厉
害，把桌子都掀翻了。而现在评低保，村民们却互相谦
让起来。

另一个村子，刚开始，村民不信任扶贫队长。如
今，扶贫队长做一件事，需要村民签字，不会写字的村
民都要按个手印，表示支持。

这些村庄的改变，都与一个叫做“为村”的微信公
众号集群有关。目前，全国22个省份超过6300个村庄加
入腾讯开发的“为村”平台，超过221万村民实名认证加
入了自己的村庄，基层干部、党员与群众通过平台互动
超过2.5亿人次。

近日，来自全国的 1000多名村民、专家和各界代表
来到山东省菏泽市，参加了 2018腾讯“为村”大会。记
者采访了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听他们讲述“为村”故事。

村务透明，干群关系更好了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

以前缺水，后来花了200多万元修了自来水。可是，8月
12日，村里突然停水了。于是，村民的抱怨和猜测就开
始了。

得知这一情况，驻村第一书记彭司进立马在“为
村”上贴出了一组照片。照片是这几天村干部们为解决
村民饮水，如何翻过大山、下到水塘的。

村民看到照片后，态度与之前截然不同了。有村民
在照片下留言说，“村干部还是很关心我们的，大家不要
一停水就大喊大叫。”

茶市村是去年10月加入“为村”的。彭司进说，“一
年来，‘为村’把村干部和村民凝聚在了一起，干群关系
更好了。”

彭司进向记者回忆了很多令他感动的事情。有一件
事，他讲到一半，眼圈就红了。

村民孙宪权是一位司机，彭司进坐他的车，孙宪权
就是不要钱。“刚开始，我以为他在跟我客气。我将车费
塞给他，他又扔了出来。我知道，这不是几块钱的事
情，这是村民对我们的深厚感情。”彭司进说。

在记者采访中，有村民说，以前总觉得村财务有问
题。“有时头一天下午把一个账目贴出来，第二天上午就
揭下来了，村民们就怀疑里面有猫腻。”

有了“为村”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村财务晒在
“村务公开”栏目里，永久保存，村民可以随时看、随时
评论。

菏泽市成武县开发区刘庄村大学生村官曾庆奥向记
者说，村会计很感激“为村”，因为自己不用再被人怀疑
了。

感激“为村”的还有刘攸伟。
刘攸伟是广东省深圳市派驻到河源市龙川县龙母镇

珠塘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让刘队长没想到的是，将他
迎进村的是一则谣言：扶贫队长带来了几个亿，可是这
个钱没进我们村民的口袋……

谣言很快就在村里散布开了。该如何处理？这时，
刘攸伟想到了“为村”。他立即将账目列了出来，公布在

“为村”上。村民看到了这笔40万元的扶贫款，已经花了
多少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慢慢地，也就不信谣言了。

2016 年刚进村那会儿，刘攸伟给村民打电话，介绍
扶贫项目的时候，有的村民居然骂他是“骗子”。“他们
不相信好东西能轮到自己。”刘攸伟说。

两年来，刘攸伟在“为村”上及时发布扶贫信息和
项目进展，逐渐取得了村民的信任。如今，这位扶贫队
长做一件事，需要村民签字，不会写字的村民都要按个
手印，表示支持。

信息通畅，办事更方便了
现在，很多村民是白天外出打工，晚上才回村。这

样一来，传统大喇叭、贴公告的信息发布方式，已经不
能满足需要了。“为村”平台就成为一些村庄的新选择。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甘棠社区的村民说，自
己有种“优越感”。原来，今年 6 月办理医疗保险的时

候，甘棠社区第一时间将消息发布在了“为村”上，别
的村还在印公告张贴的时候，甘棠社区的村民已经开始
办理了。

在“为村”平台上还有一个栏目叫“书记信箱”，这
也成为村民办事的新渠道。

在菏泽市郓城县南赵楼镇六合苑社区的“为村”书
记信箱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记录：

8月19日，村民王体成反映，地里积水很深，希望村
里帮忙挖个沟排一下水。当天，社区党支部书记谭明星
回复：“说明一下详细情况。”

8月22日，王体成留言说，村干部第一时间就找来挖
掘机挖了沟，把地里的积水排出去了。

谭明星向记者坦言，“村民在‘为村’上反映的问
题，全村都看着呢，村干部就有压力了，办事效率也提

高了。”
“为村”改变了不少村干部。茶市村村支书吴宗江每

天早上起床后要抽一支烟，这个习惯保持了 15年。加入
“为村”后，吴宗江把这个习惯彻底改了，取而代之的
是，每天早上起床后赶紧打开“为村”，看看有什么事情
要处理。

有的地方，“为村”上不光有“书记信箱”，还有
“政务大厅”。

记者打开菏泽市定陶区的“为村”平台，看到首页
“政务大厅”的链接。点开后发现，定陶区60个职能部门
入驻了这个政务大厅。其中一条咨询办理事项是，9月 7
日11∶03，一位村民“@区残联”，问：残疾证丢失了怎
么补办？11∶30，区残联部门管理员回复：带上本人身
份证、两张两寸彩色白底照片，到残联办理；如残疾程
度发生改变，需去医院鉴定。随后，这位村民给区残联
的回复打了五星好评。

连接内外，很多人改变了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城关镇冯家峡村村民冯良关，一

度是村里人议论的懒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做的一件
好事，被发到了“为村”上。刚开始，没人理会。村干
部一看，就带头点赞，结果，有几个村民也跟着点了
赞。就是这几个“赞”，让冯良关有了信心，一下子变了
样。如今，凡是村里有公益活动，冯良关就会参加。

“为村”改变的不只是冯良关，还有整个冯家峡村。
冯家峡村村民冯宝贤说，“以前村民在评低保的时候，曾
因争得太厉害，把桌子都掀翻了。而现在评低保，村民
们却互相谦让起来。原因是，村里谁做了好事，都会发
在‘为村’上。逐渐地，整个村的风貌就改变了。”

“为村”上的信息，也改变了张欣的生活。
张欣是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陈庙村村民。10 年

前，他去了上海打工，从仓管员一路干到了仓储主管。
孤身一人在外的张欣一直想回山东老家，可是，他又担
心回来后没有合适的事情做。

就在张欣犹豫的时候，他在“为村”上看到一条信
息，是关于同村村民养兔子的。“他能行，我为什么不
行？”张欣想。于是，2017年6月，张欣作出了决定——
回乡创业。

张欣在村里生产封箱胶带，创业的第8天，就接到了
第一个订单。如今，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为村”不仅为村庄内部建立起连接，还打通了村庄
与外界连接的通道。这一连接，让一位老手艺人成为了
网红。

70 多岁的侯学文是菏泽市巨野县董官屯镇舒王庄村
的竹编鸟笼师傅。侯大爷的手艺很好，可是一辈子生活
在小乡村里，外面的人并不知道他。

舒王庄村的大学生村官张宁宁，听说侯大爷有一门
面临失传的手艺后，上门拜访，还拍了侯大爷编鸟笼的
照片，然后将照片发到了“为村”上。就是这些照片，
为侯大爷拉来了北京的订单。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后，张宁宁又帮侯大爷做了
网络直播编鸟笼，引来上万网友观看，侯大爷也成了有
一大批粉丝的网红。

如今，侯大爷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也回到了村里，
跟着老人家一起创业。大儿子侯芹彦向记者说，“父亲年
纪大了，干活比较慢，就这样，一年也能挣两三万。我
跟弟弟现在都回来做鸟笼了。”

事实上，“为村”本来是一个社交平台，并不是电商
平台，但村民们通过在“为村”上发布信息，也收获了
不少商机。

四川省邛崃市大同乡陶坝村村民，将农产品信息发
在“为村”上，引来了批发商，原本一斤只能卖几毛钱
的佛手瓜，现在卖到了 2.5元；去年 8月，菏泽市成武县
开发区刘庄村的苹果熟了，村民通过“为村”平台，在
短短几天时间里，将3000多斤苹果销售一空……

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党委书记郭凯天说：“‘为
村’的作用是连接，通过连接，可以实现农村价值的重
新自我发现。‘为村’正帮助农村实现跨越式发展。”

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
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
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
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
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
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
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

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
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
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
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
基本功。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

高这项本领。
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

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
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
对。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

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
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
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
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
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
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
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
监督的新渠道。

——摘自习近平在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
19日）

这是2018年的8月末。
秋天的气息在东北已经日渐浓厚。

“我们这里的人都喝这种矿泉水。”
说话的是位于白山市的吉林省森林公安局三岔子森

林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宫林，身型偏瘦，皮肤黝黑，精
神健朗，笑容憨厚，有着东北人特有的一股热情劲。

他手里拿着一瓶写着“泉阳泉”牌子的矿泉水，随
手递给我。

泉阳泉水源地位于6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中，距长
白山天池直线距离只有 36公里，且为无人居住区。泉阳
泉水源地与法国依云镇300年前的生态环境相当，是世界
仅存的几个没有污染的矿泉水生态环境之一，被列入长
白山天然矿泉水原产地域保护范围。

在吉林省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人们手里拿着的矿泉
水是“泉阳泉”这个牌子，味道甘甜又价格实惠。

在服务区买完水后，我们继续驱车赶路。
三岔子森林公安辖区总面积 22.3 万公顷，辖区内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有美人松、红豆杉、水曲柳、黄
菠萝树、紫椴、东北原麝、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
紫貂、黑熊、水獭等。三岔子森林公安分局担负着保护
三岔子林区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
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任务。

一边赶路，宫林主任一边介绍。
分局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吉林省森林公安系统属于

成立较早的单位。风云变幻几十载，吉林森林公安彰显
出独特的文化与个性，一代又一代先锋弘扬着林业人的
精神风貌和家园理想。

山高路远，谷深林密。途经靖宇县景山镇，我们采
访了全省森林公安“十大基层派出所民警”刘贤森。
1995年4月入警后，刘贤森便一直投身于大山深处林场派
出所工作。入警不久，刘贤森被分到景山森林公安派出
所，一干就干了 7 年。说起这 7 年，他对家人心有愧疚，
自己的孩子幼小，父母年迈，离家又远，仅靠着妻子独
自撑起一个家。当时妻子在纺织厂工作，还有夜班，大
半夜就要爬起来，拿布兜背起熟睡的孩子，踩着微亮的
月光，赶着泥泞的夜路去上班。妻子说，自己咬牙撑

着，不敢生病，一旦倒下了这个家就没有人照顾了。她
就一直这样默默支持着刘贤森的工作。

然而，即使自己有家庭困难，刘贤森也坚持奉献，
毫无怨言，甚至还主动帮助有困难的林区群众。

其中，有位姓李的贫困户盗伐木材，被抓获以后，
他的妻子刘大姐哭着来派出所求情。因为李某是家里的
顶梁柱，如果被处罚关押了，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没有人
种，全家没有收入来源。刘贤森告诉刘大姐，“按照规
定，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情形都不能无视国家法
规，但是，庄稼地您也放心，有我们在，民警来帮你
种！”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看到身穿破旧棉大
衣打拉烧柴的村民，刘贤森心里时常感觉到酸涩，自己
宁愿出钱补贴他们，但是这份柔情却不能泯灭肩上的使

命。
从乍暖还寒的春天，忙碌到红叶似火的秋天，为了

帮助刘大姐，刘贤森带领几个民警在李某的田地里埋下
种子，洒下汗水。半年的时间，在荆棘和贫困中拓荒，
凝聚水土，滋润心灵。一个人最朴素的恻隐，在人群中
激荡着向善的涟漪，也耕耘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当李
某走出看守所，回家看到一片庄稼地，颗颗饱满的收
成，抑制不住内心激动。他拉着刘贤森的手久久不能说
话，七尺男儿不停擦拭眼角的泪水。从此以后，李某更
是主动当起森林资源义务宣传员，向周围的群众普及爱
林护林的法律法规，加强群众生态文化意识。

寒来暑往，景山林场曲折的小路见证着，刘贤森
怀着一名森林公安民警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安
全责任和信仰的
坚守，凭着一股
坚 韧 不 拔 的 意
志，扛着林区法
治的大旗，行走
在茫茫林海、崇
山峻岭，守护着
绿色，守护着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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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照片说明：：
上图上图：：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南赵楼镇六合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南赵楼镇六合

苑社区党支部书记谭明星苑社区党支部书记谭明星 （（左一左一）） 和村民一起和村民一起
看看““为村为村””上的书记信箱上的书记信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四川省邛崃市大同乡陶坝村村民在四川省邛崃市大同乡陶坝村村民在
使用使用““为村为村”。”。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小小公众号 “为村”成了农家的“宝”
本报记者 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