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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下午，沁阳市召开2019年第三次脱贫攻坚
工作例会，各乡镇（办事处）汇报了扶贫项目进展情况。
会议对帮扶计划、节前送温暖、信息收集、医养中心建
设、政策落实、项目建设、结对帮扶嵩县等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1月29日上午，孟州市举行扶贫开发办公室揭牌仪
式。此举将对孟州市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起到极大的促
进作用。揭牌仪式上，孟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要牢记使命，扎实工作，携手并进，推动孟州市脱贫
攻坚工作再创佳绩。

●1月30日上午，温县召开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例会。
会议听取了各乡镇（街道）近期重点工作汇报，并就存在
问题的整改提升工作进行再强调、再安排、再部署。会议
强调，要正视差距、理清思路，补齐工作短板，强化责任
担当，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全力以赴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高质量发展。

●近日，我市召开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排查培训暨健
康扶贫推进会。会议通报了全市2018年度健康扶贫交叉督
查结果，总结了各县（市）区健康扶贫工作的亮点，并对
当前我市健康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进行
分析总结。会议还就全国健康扶贫决策分析系统的录入、
审核等问题对与会人员进行了详细培训，确保我市健康扶
贫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记者 张 鹏

1月29日，周二，农历腊月二十四。9
时许，刚刚参加完市农业农村局挂牌仪
式，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扶贫办主任高明
武，市农业局副局长、扶贫办副主任岳益
民便赶往博爱县，按照全市开展脱贫攻坚

“大走访送温暖”专项活动统一部署，走访
慰问驻村第一书记及贫困户。

在博爱县孝敬镇西内都村，该村的帮
扶单位——市林业局局长张立志也在走访
慰问，这是张立志履新之后第二次到西内
都村。

详细听取驻村第一书记、市林业局林
场园林科长刘忠才的工作汇报之后，张立
志对该村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两点要
求，要在落实精准脱贫上下功夫，在重点
攻坚上下功夫，确保如期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要做到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同
频共振，发挥林业工作优势，把西内都村
打造成园林式的美丽乡村。

高明武说，农村文化中心建设是脱贫
攻坚工作中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之一，
西内都村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推进，确
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抓紧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为群众过一个干净、祥
和的新春佳节奠定基础。

在脱贫户崔长乐家中，高明武详细了
解他家的具体情况和脱贫举措，并为他们
带去了新春的问候。张立志问家里还有什
么困难，崔长乐高兴地说：“没啥困难，啥
都满意，真满意。”

离开西内都村，高明武一行到清化镇
街道南朱营村走访慰问第一书记和贫困
户，并出席了在该村举行的清化镇街道
2018年扶贫产业分红暨乡风文明典型模范
表彰大会。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之后，清化镇街道
大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
扶贫的新路子，产业扶贫对贫困户实现了
全覆盖。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投入各类

产业扶贫资金近 800 万元。去年春节前，
南朱营和太子庄两个省级贫困村分别进
行了首次分红。今年春节前，清化镇街道
再次给贫困户分红。在南朱营村刘丙有
家慰问时，这位贫困户刚刚领到 880 元的
分红。接过高明武送来的新春问候，刘丙
有高兴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

高明武对博爱县的产业扶贫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希望下一步要进一步突出特
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引导以村集体经
济注资发展特色产业，强化与贫困户的利
益衔接，增强带动脱贫作用。

高明武一行还到金城乡西碑村走访慰
问。

走访慰问送温暖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博爱县寨豁乡江岭村位于太行山腹
地，有着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丰富的矿产资
源。这里的土地富含硒，山民们种植的原
生态小米比山西的小米还好吃；这里出
产的小麦磨出的面粉劲道香甜；这里的
果树受气温影响，结出的果子甜度特别
高。可这些品质优良的农副产品以前不
为外人所知，山民们生活贫穷，该村是有
名的省级贫困村。

如何帮助山民们脱贫？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旅游产业，壮大集体经济……
市委宣传部驻江岭帮扶工作队对全村的
情况进行摸排后，制定了一系列脱贫措
施。

去年，市委宣传部驻江岭帮扶工作队
用第一书记项目资金，在江岭村樱桃园附
近建设了樱桃文化广场和停车场，方便了
樱桃盛果期的销售和外来人员的车辆停
放；申请安装了34盏太阳能路灯，保障了
山民们夜间出行安全；筹措资金整治全村
的环境，利用扶贫资金 29.6 万元对村内
900 米的破旧道路进行了扩展和维修；投
入25万元绿化美化村内道路，对樱桃园进
行了改造，安装了300米栅栏、5个门亭；
与国土部门结合，新建了3个蓄水池，为
群众生产用水提供保障；与水利部门结
合，实施了饮水提升工程，解决原背村群
众的吃水问题；新建文化大舞台和演出广
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小山村变得越来越漂亮，山民们看在
眼里美在心里，期盼城里人能到这里看看

山里的美景。
2018 年 10 月 27 日，由市委宣传部驻

江岭帮扶工作队牵头，焦作市传统村落保
护协会、焦作市学雷锋协会、江岭村村委
会主办的江岭首届赏秋文化节盛大开幕。
活动当天，数百名摄影家、户外爱好者、
游客走进江岭村，购买山民们用原生态种
植方法种植的小米、花生、核桃、柿子、
红薯等农副产品，还参观了江岭村的古
屋、古树、古道和古寨。此文化节提高了
江岭村的知名度，为江岭村发展旅游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让山里的农副产品走到山外、进
入千家万户，经村党支部提议、村两委
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
议，该村注册成立了博爱县忆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全面负责江岭村的集体经

济发展。
市委宣传部驻江岭帮扶工作队帮助该

村争取到扶贫资金25万元，利用老马岭原
有的10间房，改造建设了农产品综合加工
厂，一期以石磨面生产加工为主，2018年
11月底建成投入使用，预计年增收5万元
至 10 万元。村里还利用产业发展资金 7.2
万元购置了一套耕地机，开展对外服务，
预计年收入1万元左右。去年年底，江岭
村农产品综合加工厂投入生产，“百企帮
百村”爱心企业焦作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
司订购该厂生产的石磨面粉 1.5 万公斤。
该加工厂投入生产后，也解决了村里贫困
人口的就业问题。

2018 年 12 月底，江岭村摘下了省级
贫困村的“穷帽子”，山民们对今后的好日
子充满了期待。

江岭村甩掉“穷帽子”

本报记者 王 颖
实习生 李子晗

1 月 29 日，农历腊月二十
四。孟州市南庄镇青龙村贫困
户马兰子吃完早饭就忙活着收
拾新房的卫生。“收拾好了，把
咱的新床放这屋，你看这新刷
的白墙多亮堂。”马兰子一边拖
地，一边高兴地跟儿子盘算着
新房家具的摆设。

68岁的马兰子身穿枣红色
棉袄，脸上笑盈盈的。“这两
年，郭书记带俺一家过上了好
日子。去年，他帮俺申请把旧
房装修一新，看着家里的新
房，我这心情好了，越活越年
轻。”马兰子说。

马兰子夸赞的郭书记就是
孟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驻 青 龙 村 第 一 书 记 郭 治 煜 。
2016 年 2 月，他开始驻村帮
扶，与村民一块苦、一块过、
一块干，用情进百家门，用心
装百家苦，用劲帮百家难，真
正做到了下得去、待得住、干
得好，赢得村民称赞。

马兰子家里两口人，她和
二儿子靠耕种两亩薄地维持生
计。后来，马兰子患上慢性
病，长年吃药，儿子身体也不
好，家里常常入不敷出。她整
日郁郁寡欢，精神低落。

2017年春天，在郭治煜的
帮助下，马兰子的二儿子参加
了技能培训，并成功就业。昔
日入不敷出的家里终于有了每
月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

住院报销兜底、慢性病
报销补助、到户增收项目收
益……一项项政策红利让马兰
子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墙面粉刷、地面硬化、门窗安
装、线路改造……昔日四面漏
风连墙面都没有粉刷的旧砖房
被装饰一新，生活环境的变化
让马兰子提起了精气神儿，她
逢人便夸郭书记。

对于郭治煜，贫困户张学荣
也怀有感恩之情——

2018 年7 月21 日，张学荣

的妻子李克兰出院回家没赶上
往村里去的公交车，下一班车
还要等两个多小时。郭治煜听
说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接她
回了村。李克兰住院期间，他
还买了牛奶、水果到医院看
望，让人感动。

张学荣家的房子一遇连阴
雨屋顶就渗水。郭治煜了解情
况后，找人帮他家修了屋顶，
没让他花一分钱。

村里建起琴厂后，热心的
郭治煜介绍张学荣到琴厂打零
工，一天能赚80元，不出远门
就能挣钱贴补家用。

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
事，张学荣都记在心上，让他
感念在心的还不止这些。

“郭书记来到村里以后，我
们村变化可不小，发展村集体
经济，建起科技文化中心，水
泥路修到田间地头，家家户户
通了有线电视。”细数村里这几
年的变化，张学荣脸上洋溢着
幸福。

在青龙村，关于郭治煜的
称赞还有许多。“郭书记人好心
好，来俺村驻村是乡亲们的福
气。”“郭书记到俺村访贫问
苦，帮困解难，还给大伙儿提
供法律咨询，真是个万能书
记。”“郭书记是好干部，一直
留在俺村才好哩！”记者离开青
龙村时，乡亲们夸赞郭治煜的
话仍在耳边回荡……

【记者手记】

记者在马兰子家采访时，
她的情绪很激动，有几次说着
说着就鼓起掌来，那热情的掌
声感染人心。这是一位穷怕了
的母亲对改变她生活状况的恩
人的真挚感谢，让人感受到郭
治煜驻村帮扶期间对村民的款
款深情。

郭治煜说，从小生长在孟
州市黄河滩区的他深爱着脚下
这片土地，他和青龙村的乡亲
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对他来
说，驻村帮扶已远远不是单位
布置的工作，而是他想一心一
意干好的事业。

下得去 待得住 干得好
——省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郭治煜扶贫工作小记

马上过年了，郭治煜（右）给贫困户马兰子家送去电暖气，
让她暖暖和和过新年。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本报记者 王 颖
实习生 李子晗

沁阳市紫陵镇范村有一家特殊的超
市——“爱心驿站”，这里油盐酱醋、米
面、日化用品等应有尽有，与普通超市并
无二样。然而，这里“只认人不认钱”，前
来购物的只能是紫陵镇的347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们靠劳动获得积分，凭积分换
取心仪的物品。

记者近日在范村“爱心驿站”采访时
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却看不
到价格标签，取而代之的是10分、20分等
字样。从分值0.5的袋装食醋到分值299的
电磁炉，货架上各种分值的物品应有尽有。

2018年7月，市总工会驻范村帮扶工
作队积极筹措多方爱心资金，在该村探索
建立了紫陵镇第一家“爱心驿站”，覆盖紫
陵镇12个村的347户贫困户。“爱心驿站”
通过线下爱心企业、社会捐赠、集体捐资
等形式以及线上与中国社会扶贫网实现精
准对接，将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款项汇集
到一起，购置各类生活用品，让贫困户通
过积极劳动、改变不良习惯等途径获得积
分，并根据积分兑换同等价值的物品，以
此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家里室内外卫生搞得好就能得5分，
家庭和睦、诚实守信还能得5分。还有更
多的，主动工作、实现收入稳定在千元以
上就能得20分。”“爱心驿站”管理员、范
村贫困户张艳说。

她身后的“爱心驿站”积分明细表上
明确写着：熟练掌握各项扶贫政策等5项
内容被列为基础得分项，完成这些可获得
5分至20分不等的积分；家风良好、子女
考上大学等4项为加分项目，贫困户家庭
达到这几项要求，就能获得5分至20分不
等的加分。同时，出现好吃懒做、家庭暴
力、不孝顺父母、乱堆乱放等将被扣除至
少10分。

“国家的扶贫政策真好，为俺们想得也
周到，讲卫生、懂政策、参加劳动就能挣
积分换生活用品。俺一定打起精神，凭劳
动改善生活。”贫困户张小文说。2018 年
12 月，张小文积极参加村里的义务劳动，
主动学习脱贫技能，仅一个月就获得了80
分，再加上之前几个月积攒的积分，张小

文一次性使用299个积分兑换了一台电磁
炉。记者看到，怀里抱着崭新电磁炉的张
小文一脸喜悦。

“‘爱心驿站’在村里运行以来，我
们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方式调动贫困户的
积极性，让他们靠自身劳动获得积分，并
且领物知感恩、生活思奋进。如今，村里
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正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增
收致富。”市总工会驻范村第一书记刘火
光说。

“爱心驿站”积分换物 促贫困户增收致富

⬅昨日，温县北冷乡西保丰村宝丰堂怀
药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工人们正在筛选未烘
干的山药片。据了解，该车间建于2017 年
年底，总投资114万元，占地2000平方米，
有烘干车间一座、100T冷库一座，主要对
怀山药进行初加工，现已带动周边村庄 12
户贫困户就业，人均月工资1800 元。该车
间采取对外承包形式，与85户贫困户签订
了保底分红协议，每户每年可分红800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昨日，孟州市槐树乡焦庄村大棚蔬菜
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给芸豆盘秧。据了
解，该基地于 2018 年 10 月建成，共有青
椒、芸豆等3个大棚，总投资约48万元，占
地 10 亩，每年给 32 户贫困户分红，每户
600元。农忙时，可为12名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每人每天工资60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