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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瑛：用诚心耐心细心爱心，当好村民“贴心人”
她带领村民，用4年时间把吴房村从穷村改造为乡村振兴发展示范村

曾经的吴房村毫不起眼，灰暗、低

矮的农房，破损不便的村道，污染发臭

的河浜，“三老”问题严重的桃林……

如今的吴房村， 却是媒体争相报

道的新农村典范和样本、 游人纷至沓

来的网红村庄。四年间，这里发生了什

么？华丽转身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因

缘际会和动人故事呢？

谋定后动，“丑小
鸭”变“白天鹅”

奉贤区有那么多村庄， 为何偏偏

是吴房村被选中， 成为首批市级乡村

振兴示范村之一？在村支书秦瑛看来，

吴房村以前虽然经济不算发达， 但好

在从来没有经过大拆大建， 完好保存

着乡村该有的模样。她告诉记者，2016

年，有三个村参加“田园综合体”改造

的竞争， 吴房村看上去是其中基础最

差的一个，开始大家都觉得希望不大，

但最后却被选上了，原因是“这里还能

看得见乡愁”。

“村里有啥？靠啥吸引别人？”算来

算去，吴房村这个长期属于“经济薄弱

村”的纯农地区，唯一拿得出手的，就

是481户空置率极高的宅基地和1447

?农用地。这些“土疙瘩”究竟怎样才

能变成“金疙瘩”？这个问题曾长期萦

绕于秦瑛心中。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实行宅基

地使用权流转， 对村庄进行风貌及功

能改造完善，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一条

盘活乡村土地、房屋等“沉睡资产”的

新路子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争取村民最大程度的支持配

合，村班子和党员骨干们划片包干、走

村入户进行政策解读和形势分析。当

时，宅基地流转是一项新生事物，虽经

多次宣传， 但很多村民仍处于观望状

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签约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一番苦思后，秦瑛想出了“破题之

计”：一是带领村民外出参观浙苏田园

综合体成功案例，让村民们眼见为实，

将心动变为行动。 二是从党员群体入

手打开工作局面， 她多次来到党员老

吴家，针对老吴提出的疑惑，耐心地从

项目前景、村民受益、集体增收等多角

度、全方面解释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将问题说清说透。 最终， 老吴做了签约

“第一人”，还在小组内现身说法，先动员

自家的亲戚，再动员周边的邻居，大家在

他带领下纷纷加入到签约行列中， 签约

工作由点带面顺利铺开，直至圆满收官。

吴房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秦瑛说，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谋定而后动”，即

便基础薄弱， 也要清楚认识到自身的优

势，精心规划，扬长避短，一旦确定就坚

定执行，简而言之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吴房村这只 “丑小鸭” 也终于一朝蜕

变，成为展翅高飞的“白天鹅”。

走村入户，为村民们
排忧解难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 多年的

基层工作经历，使秦瑛坚定了一个信念，

在农村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发光发热，要

用自己的诚心、耐心、细心、爱心，力所能

及、竭尽全力地帮助大家，当好村民群众

的“贴心人”和“代言人”。

在示范村推进过程中， 说服村民签

约进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只是第一步。

而吴房村要做的也不仅是简单的疏通水

道、重整基建，更是要风貌重塑，要让当

地人留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在村居风

貌上， 秦瑛带领班子成员召开专题学习

会，和运营团队以及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师

一起研究设计方案，对村里的古宅、古桥、

古牌坊等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修缮建议。

项目初期， 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施

工，难度极大。“都是自己家的宅基地，村

民们可比工程监理还要严格。”秦瑛告诉

记者。每户每家宅前屋后的设计图纸，她

都会给村民把关。 村民吴老爹提出：“我

家的土灶头要保留， 帮我加固一下？”秦

瑛立刻联系到施工单位专家， 帮吴老爹

新造了一个土灶。 王阿奶提出：“门口的

河道不要直冲我家房子。”秦瑛找到设计

人员，想办法让河道弯一弯，改个道。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违建拆除、水

环境整治……在上门做思想工作时，总

会碰上少数村民固执己见、不愿配合。长

久以来的基层工作经验告诉秦瑛， 越是

这样的情况，越是要克制自己、要冷静，

不让事态扩大。 她自编了一套很受用的

工作方法，电话联系常常有，拉拉家常也

有用； 上门走访不间断， 中心工作记心

头；任凭说啥不动摇，只要工作能继续。

正是凭着这? “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精

神，在她的带领下，吴房村的各项工作扎

实有效推进。

于是，在日常工作推进中，秦瑛走村

入户，耐心细致地为村民解答疑惑、宣传

政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为村民排忧

解难。村庄变美了，可秦书记却皮肤日渐

黝黑、身形日渐消瘦、步履日渐匆忙。经

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村民用过晚餐闲

来路过村委会时， 村委会办公室内总是

灯火通明、一派繁忙。好几次，热心的村

民拿来自家的热饭菜和点心， 这让秦瑛

流下感动的泪水，心里也愈发坚定。

村强民富，乡村新图
景悄然绘就

经过两年的打造， 一个崭新的吴房

村出现在人们面前。有人说，吴房村是一

个“网红村”打卡点，但对秦瑛来说，这并

不是最重要的， 看到村民的口袋鼓了起

来，这才是真正让人高兴的。如何与村民

建立稳定、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

通过乡村振兴鼓起“钱袋子”，这才是乡

村振兴的长久之计。

吴房村持续破题出圈：一方面，村民

通过流转承包地、宅基地等，每年获得一

定的租金收益。 后期项目运营产生的效

益还将按入?比例分红， 真正实现村民

变?民。另一方面，立足实际设置“守护

家园”行动就业岗位，村里注册成立了青

韵物业管理公司，旗下设有保安、保洁、

保序3支队伍，吸纳几十名本村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上岗，为实现全天候的水清、岸

绿、景美、路畅“保驾护航”。截至目前，已

有110名村民在示范村一期园区实现不

同程度的 “家门口就业 ”。而 “租金+?

金+薪金”多层次增收模式也初显成效，

吴房村真正实现了穷村的“逆袭”，成为

周边人人羡慕的明星村。

但秦瑛的脚步不止于此， 通过积极

引入社会资本全权负责示范村一期园区

“后创建”时代的项目运营管理，“吴房运

营管理模式”正在持续摸索完善。截至去

年底，通过统筹运营、整体管理，一期园

区已注册企业88家， 引进新 “村民”154

人。吴房村2018年纳税1091万元，2019年

纳税5502万元，净增4411万元，去年更实

现纳税1.07亿元。 村强民富的乡村新图

景已悄然绘就。

吴房村还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提出

“产城乡一体化”概念，通过整体一盘棋

规划实现农区—园区—镇区 “三区联

动”。入驻企业类型以农创文旅、亲子研

学、智能制造、医疗康养等行业为主。吴

房村现有民宿、餐饮等常规配套业态，网

红产品桃林走地鸡、 东东奶茶、 喵喵奶

盖、黄桃甜品等令人眼前一亮，并吸引许

多年轻人前来创业。在工作日，村内安静

惬意， 园区内年轻人伴随着蛙鸣蝉噪声

敲击键盘、谈天论地。每到周末，这里又

变成游客的天下，垂钓、团建、派对、摄影

等活动成了主旋律。

面对种种成绩和荣誉， 秦瑛却是淡

然一笑， 眼神坚定地说：“吴房是我们共

同的家，穿梭其中为自己家乡‘打工’，我

甘之如饴。每天走在这片热土上，心里有

底气，脚下有力量。”

为自己家乡‘打工’，我甘之如
饴。每天走在这片热土上，心里有底
气，脚下有力量。

人物小传
秦瑛，1970 年 12 月出生， 中共

党员。 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党总支

书记 、 村委会主任 。 扎根基层 15

年，在她的带领下，吴房村入围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上海市文明村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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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性身心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占悦）由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推

动中国家庭高品质发展项目发布会”昨

天在沪举行。会上，上海女性身心健康发

展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发布“光明

城市厨房”“呵护康乃馨行动”“幼儿读书

画画成长研究”等高品质生活、健康、教

育项目。

2020年上海市妇联与上海体育学

院合作的相关调研结果显示 ， 在接受

调研的女性中 ， 由于工作与生活等原

因， 每个工作日内久坐超过3小时的受

访女性占比81.41%， 有患身心疾病风

险 。 仅38.13%的女性没有糖尿病等慢

性生活方式疾病 ， 42.29%的女性表示

近一个月内曾因身体健康严重影响到工

作与生活。

此次成立的上海女性身心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 将女性身心健康发展作为研

究核心，完善以女性为主体的身心理论，

探索具有上海本土化特色的女性身心健

康改善机制， 为不同女性群体提供个性

化的身心健康指导性意见， 开展女性健

康行动。今后还将构建上海女性的数字化

大脑，发布上海女性的身心健康指数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

主任王安顺出席并致辞， 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张恩迪出席。

让“萤火虫”的光给群众带来幸福感
奉贤区党史学习教育形成2164个重点民生项目、1323个重点发展项目

日前， 王建明为自己点了一场演

出。在这场演出里，他和“舞台”只有一

米远，所有演员也都围着他一个人，只

和他一人互动，感觉特别奇妙。自从金

海街道推出“一个人的剧场”文化配送

到家项目后， 像他这样长期坐在轮椅

上，也能获得观赏实景演出的快乐。为

行动不便但又爱好文艺的居民配送文

化服务上门，这正是奉贤“萤火虫”工

程带来的幸福感。

昨天，奉贤区举行“萤火虫”工程

推进大会。截至目前，全区各处级单位

党委（党组）、各基层党支部分别结合

本单位职能特点和群众需求， 已形成

2164个“萤火虫”工程重点民生项目、

1323个重点发展项目。

让每个人都成为自
带发光体的“萤火虫”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 奉贤

区积极创新学习教育的体制机制和形

式载体， 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该区在所有党团员、所有干部中推进实

施“萤火虫”工程，“党有号召、我有行

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让每个人都

成为自带发光体的“萤火虫”，切实解决

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根据 《关于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推进实施“萤火虫”工程的意见》，奉

贤区启动的“十大行动”，明确聚焦高

质量就业， 关注 “沉默的少数”，“生

态+”“+生态 ”，新城添彩 ，乡村蝶化 ，

文化赋能，品质教育，健康生活，“甜甜

圈城市 ”，党建铸魂等领域 ，将 “萤火

虫”工程推向纵深。

《意见》出台后，奉贤区各委办局、

区属国有企业主动对标、 比学赶超，画

精“作战图”，明确“时间表”，细化“任务

书”，拿出真举措。为了给老百姓一个宜

居的生态环境，奉贤区绿化市容局通过

“万顷林地、千里绿廊、百座公园”建设，

打造“江海连景、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

在农村地区，奉贤区地区办以“生态村

组·和美宅基”积分制为抓手，对积分达

标后的宅基给予相应奖励，村民直接获

益6亿多元。 关注农村偏远地区老人看

病难， 奉贤区卫生健康委启动村卫生

室“智慧云药房+微诊室”及标准化设

施改造便民项目，让“智慧村医”常在

村， 方便村民日常检测和自我健康管

理，满足慢性病村民就近、便捷、全天

候就医配药需求。为解决百姓出行安全

问题，奉贤区建设管理委年内将对11个

街道（镇）共计18条路段近30公里实施“四

好农村路”建设项目，直接回应群众诉求。

奉贤区把“尽最大努力回应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打造富有人性化、人

文化、人情味的人民城市”作为“萤火虫”

工程努力目标，拿出总投资额71.94亿元，

推进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奉

贤院区、“海之花”市民活动中心、上海之

鱼生活驿站等33个重点项目建设，以工作

“辛苦指数”换来人民“幸福指数”。目前，

上述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9.01亿元。

扎扎实实的项目，看得见的进度，让

市民群众有了更深的获得感。

多元、多点、多极服
务，为群众办实事

“萤火虫 ”工程还注重与 “双联双

进 ”“我为奉贤奉献什么 ”“红色代办 ”

“东方美谷·风雨彩虹———圆梦行动在

贤城”等工作举措相互连接，实现多元、

多点 、多极服务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良好氛围。

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 在前期13

个委办局与全区各街镇、开发区、头桥集

团“一对一”联系结对，以及276名委办局

区管干部与276个村居“一对一”联系结

对的基础上， 奉贤区建立了领导干部党

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 区四套班子党员

领导干部、 处级单位区管党员干部带头

建立联系点， 形成 “我为群众办实事”

联系项目清单。 截至目前， 确定领导干

部党支部工作联系点541个， “双联双

进” 单位完成对接147次、 处级干部走

访村居940次。

奉贤区5万多名党员志愿者大力弘

扬“奉信、奉贤、奉献”精神，形成强大的

“萤火虫 ”效应 。目前 ，党员志愿者自发

推广“红色代办”项目，依托街镇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基层党群服务站 、党群网

格红色代办点等，建立中心、站点、网格

3级联动机制，由党员干部、志愿者担任

红色代办员 ，重点关注行动不便 、年老

体弱等群体 ，开展代买口罩 、代缴水电

费 、代送就医等 “零距离 ”代办服务 ，让

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居住在柘林镇的王阿婆

说， 两个子女， 一个在重庆， 一个在江

苏； 老夫妻俩， 一个行动不便， 一个动

过手术， 加上年纪都很大了， 出门配个

药、 看个病是他们生活中的难事。 “有

了他们 （党员志愿者）， 真的感觉到生

活方便很多”。

未来，奉贤区还将在抓落实、扩影响

上下功夫，凝聚全社会力量，让“萤火虫”

聚合成一道美丽风景， 让人民群众更有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记者 薄小波

金海街道推出 “一个人的剧场” 文化配送到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