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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成来了啥事都成了”
——富平县总工会驻村第一书记彭成二三事

彭成（左）在产业扶贫项目了解企业生
产及助力脱贫攻坚情况。

4月19日，
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到来之
际，陕西商洛供
电公司变电运
维党支部组织
党员青年开展

“ 讴 歌 新 时 代
赞美劳动者”主
题朗诵和演讲
活动，学习宣传
身边一线劳模
和先进工作者
典型事迹。
□刘军峰 摄

2018年 10月 29日，习近平总
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
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
础性工作，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
的领导。广大工会干部务必牢
记，中国工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是我们的显著特点和光荣传统，
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根本政治原
则，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
明、坚定自信。

《中国工会章程》开宗明义指
出，“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
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都反复强调工会自觉接受党的领
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指

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
利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
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
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
行动。恩格斯指出，工会是无产
阶级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
依靠这个组织来跟资本进行日常
的斗争，在这个组织里面，无产阶
级受到训练。列宁指出，党应该
用一切办法教育参加工会的工
人，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
动装置工会建立得不好或工作犯
错误，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
必然遭到大灾难。

工会同党的关系，实质上是
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同本阶级群
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党
和工会的自身性质决定的。群众
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

党领导的。
党对本阶级
群 众 的 领
导，其中就
包括对本阶

级的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会是劳
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工人阶级反
对资本家最初的斗争，是采取个
别的经济斗争行动，诸如消极怠
工或破坏机器等，长期的斗争实
践使得工人群众认识到组织起
来，以集体的力量对抗资本压迫
的重要性，于是工会组织应运而
生。但工会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
总是要以一定的政治纲领为指
导，而工会本身没有自己的政治
纲领，因此它就必须要选择和接
受某个政党的纲领并接受这个政
党的领导。同时，由于工会作为
工人阶级广泛的群众组织，其中
既有先进分子，也有中间和落后
成员，工会组织这种广泛的群众
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党
的领导作用而只能作为党的阶级

基础和群众基础，发挥党联系本
阶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
以列宁指出“工会要紧紧靠近党，
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

在我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工会的历史
选择，也是必然选择，而且实践
证明是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工会
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
是党联系本阶级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在党与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
众基础——工人阶级之间，党通
过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通
过工会全面履行各项职能，组织
动员和团结广大职工群众，投身
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把握这种
关系的实质，是处理好党和工会
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工会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自觉将工会工作置于
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根本政治原
则。各级工会要主动对标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在学
习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
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上下功
夫，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一我国
工运事业的时代主题，担负起引
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
治责任，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精
神，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
人阶级方针，把广大职工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会的奋斗目
标，切实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
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紧紧围绕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在建机制、强
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巩固改革
成果，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要
全面加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按照新
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专业化高素
质工会干部队伍，忠诚党的事业，
竭诚服务职工，在新时代展示新
作为、体现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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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彭书记到我村，估计这会
我还在床上瘫着呢！更甭提养羊了，连
自己老汉都管不上，还拖累这个家……”
4月19日上午，在位于渭南市富平县美原
镇鸿雁村贫困户缑发信的奶山羊养殖大
棚里，正在喂羊的郭会杰提起县总工会
驻村第一书记彭成激动地连连点赞。

郭会杰告诉记者，她双腿股骨头坏
死多年，没钱看病，也下不了床，一度对
生活失去信心。获悉郭会杰的情况后，

彭成第一时间了解新农合报销政策，并
联系富平县医院，先后为郭会杰双腿进
行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共花费 9万
余元，除去新农合报销的，彭成还帮她申
请民政救助，郭会杰自己支付还不到
3000元。腿脚方便了，也能下地干活，如
今，郭会杰和丈夫缑发信养了 26只奶山
羊，一家人已经看到脱贫致富的前景。缑
发信感慨地说，“彭书记没来之前，我真的
对生活都没信心了，家里新盖的房也没钱

收拾。彭书记争取资金帮我
装修了房子，安装了门窗，又
给我买了挤奶器，这样的好书
记，我终生难忘……”

其实，忘不了彭成的，
在这个村还有很多人。现
年 46岁的任存成老远看到
彭成，拄着拐杖的他总是三
步并作两步上前来握住彭
成的手，好像久别重逢的故
友。任存成 1997年外出打
工时不慎失足掉入风井，虽
然抢救过来了，却终身落下
残疾，事后妻子离婚远走他
乡，留下他和不到两岁的儿
子相依为命。彭成驻村了
解到任存成的家庭困难后，
多方筹措资金替任存成新

修了门脸、安装了大铁门、建了钢结构
屋顶、垫高了地面，方便其出入，后来
又给任存成购买了轮椅。在彭成的帮助
下，为任存成争取到了每月 970元的低
保补助金，其在西安上学的儿子每年也
有6000元的助学金。彭成还落实县上各
类帮扶政策，帮其家里安装了广电网络、
送来清洁煤、化肥等物资。如今，任存成
没事就坐着轮椅到村里四处转转，不再
像之前闷闷地呆在家里。

当记者问及彭成驻村最大的感受是
什么时，彭成却哽咽着不能说话……从
2017年5月驻村至今，他感觉最对不住的
就是家人，在他驻村扶贫的两年里，父亲
因病去世、年幼的孩子全让妻子一个人照
料。并非彭成不顾家，而是他深知扶贫责
任更大。在他的民情日记本上，详细记录
着各家各户的人口、耕地、收入以及合理
诉求等，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拿出这些资
料信息来翻阅，看一看还有哪家的诉求没
有解决，然后明确目标抓紧落实。鸿雁村
村主任陈百来告诉记者，彭成把自己的责
任和爱心都放在了鸿雁村，群众有啥困
难，只要找彭成，没有办不成的！

鸿雁村是典型的纯农业贫困村，基
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足。驻村以来，
彭成和鸿雁村两委成员精诚合作， 先后
帮助 3户贫困户联系建筑工队、购置建

筑材料等实施危房改造；帮助10户易地
搬迁户住进了安全、温暖、明亮的楼房。
分别为30户贫困户家庭实施了人居环境
改善、20多户有劳动力的家庭实施了产
业帮扶。为了帮助村集体经济壮大，经
过多方协调，引进了以粗布加工为主的
木兰摇公司。总投资 960万元的富平县
木兰摇粗布家纺生产基地已于今年建成
投产，在彭成的协助下，申请到村集体经
济和综合性改革资金共计200万元，这是
村集体经济与招商引资有力合作的典
范，新增就业岗位 120个，在解决鸿雁村
及周边村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和村集
体经济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示范带动作
用。今年32岁的张永强2012年外出打工
时从四楼坠落致身体残疾，木兰摇公司
在该村落户后，张永强成了这里的质检
员，现在每月有 1600多元的工资。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这让张永强感到莫大的
幸福，热爱唱歌的他总会在车间为大家
带来欢乐，消除大家工作中的疲惫。

鸿雁村党支部书记缑明善告诉记
者，自彭成驻村以来，就将自己的党组织
关系转到了村党支部，吃住在村室，和群
众打成一片。“彭成来了啥事都成了!看看
我们村室的办公用具，80%都是彭成从县
总工会为村上争取来的！感谢彭成，感
谢县总工会！”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往职工中走 往心里做 往实处落

■工会动态■

对企业新任工会干部进行任前集体谈话
郭杜街道总工会

本报讯（张永峰）4月19日，西安市长安区郭杜
街道总工会领导专程到陕西卫峰核电子有限公司，
对该公司重新选举产生的新任工会干部进行任前
集体谈话。

多年来，郭杜街道总工会创新工作方式，实行
“工会主席任前考察”“工会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工
作机制，有效增强了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履职能
力、维权能力。

陕西卫峰核电子有限公司工会成立于2011年5
月，因人事调整、公司迁址、人员离职等客观因素，
日前，该公司重新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组织机构，
并向郭杜街道总工会上报了选举结果报告。为确
保工会组织机构健全，工会干部有为有位，工会活
动载体丰富，郭杜街道总工会领导深入该企业，召
集该公司的行政领导、部门主任、工会委员，进行自
我介绍，畅谈对工会工作的认识和工作设想。郭杜
街道总工会领导现场宣布任职批复，勉励新任工会
干部，切实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要求，牢
记工会使命任务，履行工会四大职能，努力打造工
会铁军，奋力实现追赶超越，把工会组织打造成“职
工之家”，助推企业快速发展。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永乐

近日，西安市阎良区总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参加
由邮储银行为广大职工量身打造的一场专属贴心
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现场，持有工会服务卡的职
工可直接参与活动领票 ，真正让工会会员一卡在
手乐享工会服务。 □张媛媛 摄

4月18日，安康市总工会党支部组织职工志愿
者一行12人到包联村帮贫困户采茶。大家顶着烈
日，不顾蚊虫叮咬，严格按照一芽一叶标准采摘，经
过半天奋战，采摘鲜叶20余斤。 □吴文俊 摄

4月18日，渭南市白水县总工会在林皋镇仙果
专业合作社示范基地举办了渭南市“助力乡村振
兴”主题劳动技能竞赛，此次竞赛活动共有10支代
表队参赛，参与职工群众达500余人。据悉，本次活
动是工会工作的一大创新，将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充分发挥渭南市各级工会在脱贫攻坚中的基层
组织作用，为渭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 □白工宣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桥梓
口社区依托“党建+工会”引擎工程，
推动基层党建与工建深度融合，提
升职工群众认同感、获得感、幸福
感，有力促进了工会服务提质增效。

社区党委探索开创的“1+5+X”
党建联建共建工作模式，将社区党
委、党群组织、居委会、工作站、党
建共建联合会以及非公企业、社会
组织等服务力量团结在一起，形成
服务职工群众、引领基层治理新格
局，“组织联建＋党组支持”的工
作模式，提升工会组织发展内生动
力，通过强化组织联建，党工组织
共建、组织活动共抓，实现党工工
作互联互通。

失业人员杨静因病长期卧床不
起，父亲无业，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靠低保金维持生活。社区党委、工

会联合会将她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经常到她家里看望，帮助她解决生
活实际困难。社区工会联合会还联
合辖区相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发动
职工和社区居民为杨静爱心募捐，
帮其渡过难关。

50岁的韩刚失业后依靠打零工
养活家人，因突发脑梗，再次失业，全
家人的生计一下子成了问题。社区
党委书记、工会联合会主席贺西红主
动联系辖区多个单位，经过一番周
折，终于在辖区的一所大厦内给韩刚
寻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社区工会联合会还依托党建共
建推出“五式”亲情服务真心实意为
职工办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爱
心”式服务，常态化帮扶慰问辖区孤
寡老人和低收入群众，认真落实低
保、医保、保障房等惠民利民政策，

逢年过节上门送慰问金和慰问品，
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造血”式服
务，定期邀请专家举办就业技能培
训，提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
帮助他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谁家
老人患病、谁家有未就业的儿女、谁
家生活困难，社区党委书记、工会联
合会主席贺西红都记在本子上，牵
挂在心上，全力帮助解决。

为了让职工有“家”可找，社区
工会联合会依托社区“1+5+X”工作
模式，创新工会组建工作，采取单独
建、联合建、楼宇建等多种形式，把
辖区内非公企业、小微企业吸收到
工会中来，通过党建引领让工会工
作延伸到社区每个角落，实现组建
新突破，仅2018年，辖区基层工会数
已由三年前的 12家增加到 89家，工
会会员达2358人。 □李波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桥梓口社区

“党建+工会”引领服务型工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