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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沁阳市召开市委常委会，
深入贯彻省、焦作市脱贫攻坚第七次推进会
精神，听取脱贫攻坚近期工作情况的汇报，
并就进一步做好问题整改、项目建设、政策
落实、动态管理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
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以决
战决胜的战斗姿态，切实把脱贫攻坚这个头
等大事抓紧抓牢、抓实抓好；要突出重点难
点，优化攻坚举措，确保圆满完成脱贫攻坚
年度任务目标；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切实把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11月4日，孟州市召开脱贫攻坚工作
推进会，深入贯彻省、焦作市脱贫攻坚第七
次推进会精神，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认清形
势、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
年度脱贫攻坚各项任务。就进一步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会议强调，要提升站位、认清
形势，鼓足干劲再发力；要咬定目标、精准
发力，善作善成抓重点；要压实责任、转变
作风，狠抓落实强保障，高质量做好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

●11月4日，武陟县召开脱贫攻坚调度
会，深入贯彻省、焦作市脱贫攻坚第七次推进
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单位项目推进、动态调
整、信访治理、消费扶贫、政策落实等工作进
展情况，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
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全面压实脱贫攻坚责
任，着力补齐短板不足，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要科学谋划产业项目，注重与当地优势产业相
结合，确保项目早见效、早收益；要扎实作好
问题整改，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
认真查漏补缺，提高帮扶实效。

●近日，马村区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深
入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总结今年年
初以来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对下一步高质量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要
求，要坚定信心，保持韧劲，圆满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要围绕目标，补齐短板，全面提升脱
贫质量；要完善机制，加强监测，筑牢防止返
贫防线。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记者 姚广强

11 月6日上午，180 公斤带着
露珠的新鲜蔬菜被送到位于西向
镇的昊华宇航公司食堂，有菠
菜、茼蒿、生菜、香菜等。“我们
的绿色有机蔬菜又到了！职工都
说老好吃！”该食堂负责人笑得很
开心。

这些蔬菜，都采自沁阳市常
平乡九渡村的爱心帮扶小菜园。
进入11月份，该村近1.7万平方米
的爱心帮扶小菜园进入收获期，
村民每天都能给昊华宇航送去一
二百公斤新鲜蔬菜。

爱心帮扶小菜园里出产的不
光有蔬菜，还有当地农特产，如
小米、蜂蜜、核桃、红薯、花
椒、山韭花、土鸡蛋等。就拿九
渡村来说，中州铝厂、中裕燃
气、昊华宇航、沁阳超威电源等
爱心企业在短短 10 天内就购买了
杂粮礼包6400盒，共计13吨，销
售收入达 34 万元，带动村集体增
收10万元。

今年9月份，沁阳市启动了消
费 扶 贫 项 目—— 爱 心 帮 扶 小 菜
园，共有 20 个村参加，其中就有
常平乡的6个贫困村。该项目的目
的是全面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进
一步发挥消费扶贫助推贫困村增
加集体和村民收入的积极作用。

为支持爱心帮扶小菜园建设
工作，常平乡积极筹措资金，向6

个村拨付5万元启动资金予以支持。6个村都组建了特
色农业发展公司，注册了商标，实施“小菜园+山货特
产+畜禽养殖”的发展模式，探索出直供直销、电商营
销和爱心企业“以买代帮”“以购代捐”等多种销售模
式。

在爱心帮扶小菜园建设过程中，常平乡还将贫困
户的土地流转到小菜园中，优先聘用贫困户。39名贫
困户人均日工资50元左右，不出远门就能增加收入。

焦作市发改委等帮扶单位积极与重点企业、学校
等沟通对接，6 个公司基本形成了订单式生产销售模
式。目前，6个公司共收储小米10400公斤、玉米2500
公斤、核桃 1250 公斤、蜂蜜 550 公斤、山韭花 250 公
斤，其他杂粮收储了12500公斤，很多已经通过订单销
售给了爱心单位和企业。

为确保持续发挥效益，九渡村改造废弃的学校校
舍，作为沁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包装加工基
地，并计划采购烘干机、包装机等设备，对全乡的土
特产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品牌，使“九渡印象”成为
常平乡土特产品的地标品牌。

“播种爱心，收获希望。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后期
管理工作，确保蔬菜和农特产的质量，拓展销路，让
常平乡有机产品的名号越叫越响，让爱心帮扶小菜园
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常平乡党委书记张彬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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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颖

“梁书记，就等你来领舞啦！”
11月5日晚饭后，温县番田镇大金
香村村委会大院里热闹起来。听到
乡亲们的呼喊，驻村第一书记梁国
中身着休闲服，拎着音箱快步从屋
里走了出来。“来，大伙儿集合，
开始了。”音乐响起，梁国中在前
边领舞，村民们跟着欢快的节奏跳
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可别小瞧了梁书记这广场
舞，它在俺村发挥的作用可不小，
前阵子参加比赛还得了奖，大伙可
提劲儿！”大金香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振力说。

2017年8月，在市粮食局工作
的梁国中受命担任大金香村驻村第
一书记。大金香村是温县传统小麦
种子繁育基地，村民主要从事农作
物种植业，由于结构单一，家家户

户收入都不高。该村是省级贫困
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0户。

刚驻村时，细心的梁国中发
现，村民们不是聚一起打麻将、扯
闲篇，就是守家里看电视、喝小
酒。扶贫先扶志。“要想带领乡亲
们走上致富路，就要先从改变人的
精气神开始。”梁国中暗下决心。
经过反复思考，他把目光聚焦在丰
富村民文化生活上。

他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到市龙
源湖广场学习跳广场舞，让女儿帮
忙从网上下载广场舞教学视频，然
后挨家挨户喊人来跳舞。然而，人
来了不少，参与的却不多。梁国中
就跟着音乐带头跳，大伙见他跳得
认真又卖劲儿，也尝试跟着跳起
来。一天、两天、三天……梁国中
的坚持带动了一批村民，大金香村
的广场舞队伍逐渐形成。

可别说，梁国中这广场舞带给
乡亲们的改变真不少。贫困户王丰

兵患抑郁症，每天足不出户，很少
与人交流。自从被梁国中喊去跳广
场舞，他和大家交流多了，脸上的
笑容也多了。在梁国中的介绍下，
他还到村子附近的扶贫车间务工，
月收入2000余元，带动家庭实现了
脱贫“摘帽”。

与此同时，梁国中在村里组织
开展了“社会主义文明家庭”“优秀
共产党员”以及“好媳妇”“好妯娌”
等评选活动，推动全村形成文明、和
谐、向上的新风尚，不少贫困户的思
想发生了转变，不等不靠，主动就
业、创业，努力实现脱贫增收。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2018
年10月，大金香村的扶贫车间建成
投产，带动村里40余名剩余劳动力
实现就业，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
上。有多年服装加工经验的贫困户
杨菊花还成了车间的技术负责人，
在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实
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一书记当领舞 领出一股好风气

本报记者 史文生

在驻村工作中，没有感人肺腑
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感
人事迹，他用脚踏实地、真情实
意、实干苦干的工作态度，书写了
看似平凡的人生篇章。两年驻村工
作，他以坚定的步伐、无私的爱
心，用坚强和奉献为村民们点亮走
向小康的希望……他就是修武县公
路管理局驻王屯乡王屯村第一书记
杨明利。

王屯乡王屯村，距离修武县城
西南约 6 公里，全村共有 280 户
1242 口人。多年来，受地理环境、
道路交通等方面限制，该村集体经
济薄弱，基础设施落后，村容村貌
较差。

2017年11月，该县公路管理局
副局长杨明利到该村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为尽快进入角色，杨明利逐户
走访，了解村情民意，并建立了民

情民意档案。
“群众反映什么？重点解决什

么？现在群众最期盼什么？我必须
主动去谋划什么？”这是他经常想
的几件事情。“只有让群众富起
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小
康的路上，决不能让一个乡亲掉
队。”这是他驻村的出发点。

在对王屯村进行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杨明利制订了详细帮扶计
划，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规划发
展方向，并一步步将规划变为现
实。

杨明利利用单位行业优势，积
极协调资金，完善村内基础设施：
投资8万元对村内积水路段进行修
整，方便村民生产生活和日常出
行；投资20万元新建该县唯一的村
内地埋管排水沟；投资52万元完成
了环村路建设；投资30万元新打机
井14眼，解决了农田的灌溉问题；
同时，配合乡政府和县交通局完成
了篮球场和小郜路“四好农村路”
建设。

只有把扶贫工作中的小事都做
好了，才能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这是杨明利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为此，杨明利积极
为村两委争取活动经费，完善村级
活动室标准化建设，购置了空调、
电脑、打印机等，改善党员活动阵
地，有效激发了村两委班子的战斗
力。

他协调王屯乡农村信用社为村
内经济和致富项目提供资金扶持，
共授信额度280余万元，发放贷款
180 余万元，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了资金保障。贫困户王守功养猪期
间因缺乏资金，一直未能扩大规
模。杨明利了解情况后，积极与王
屯乡农村信用社联系，协助王守功
成功办理养殖贷款2万元，为其解
决了资金问题。

该村戏曲业余爱好者的设备简
陋，他用第一书记经费购置了一套
音响话筒；通过微信朋友圈，组织
单位干部职工以及亲朋好友多次为
贫困群众捐赠衣物300余件。

第一书记杨明利 扶贫一线显风采

本报记者 王 颖

霜降之后收姜忙。11月4日上午，博爱县鸿昌街道
下期城村扶贫生姜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姜田里活跃着一
支近500人的收姜队伍，大家有的挖姜，有的给姜清土
割秸，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俺村的姜大丰收，你瞅瞅，每一块都长得喜
人！”正在地里收姜的下期城村68岁的贫困户张秀梅举
着几株刚挖出来的生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别小瞧
这地里的土宝贝，它可是俺家脱贫致富的金疙瘩啊！”
她说。

此言不虚。2018 年，村里的生姜种植基地建成
后，张秀梅和老伴经常到基地打零工，两个人的工资收
入每年加起来有 1 万余元，再加上基地每年给贫困户
800元的产业分红，他们一家增收不少。

据史料记载，下期城村有着1000多年的生姜种植
历史，村里的生姜曾作为贡品晋献朝廷，又称“贡
姜”。如何把这一资源优势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发展优
势？下期城村围绕生姜种植做起了文章。2018 年春
天，在博爱县城管局驻下期城村帮扶工作队以及鸿
昌街道的支持下，村集体成立博爱县延祥生姜种植
专业合作社，利用贫困户到户增收资金建设发展扶
贫生姜种植基地。基地建成后，带动全村 57 户贫困
户参与分红，同时解决了30余名贫困户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实现人均年工资收入5000余元。

下期城村还邀请农业种植专家对贫困户进行技能
培训，让其学习种植技能和管理技术。村集体向有种
植意愿的贫困户免费提供村集体的土地，鼓励他们发
展生姜种植。68 岁的贫困户廉米呼就是受益者之一。
当日，在生姜种植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帮忙收姜的
廉米呼。

说起家里近700平方米的姜田，廉米呼高兴地给记
者算了笔账：今年姜田共收获2000余公斤生姜，按照
每公斤8元的市场价来算，可实现增收约1.6万元，除
去各项支出，净收入也不低于1.2万元。

“扶贫不养懒汉。这两年村里发展生姜种植产业，
鼓励贫困户务工增收。同时‘奖勤不养懒’，村里免
费给贫困户提供土地，免费让他们浇地，免费让他们
学习种植技术。大家只要肯干，这姜田里一定能开辟
出致富路。”下期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圈
说。

这两年，该村生姜种植业的发展，带动不少贫困户
走上了致富路。下期城村驻村第一书记郝荣佳向记者展
示了刚统计出来的27户未脱贫贫困户家庭收入账。自
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三季度，这些贫困户中有19户
人均收入达到5000余元，被标注预脱贫，其余8户家庭
人均收入也在3500元以上。

生姜“种”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史文生

“老王，你喂的羊有多少只？”
“刚刚买了 20 多只，还有贷款哩。现在存栏 50 多

只。”
“今年收入咋样？”
“还可以。今年收入2万多元。”
11月6日傍晚，记者在孟州市河雍街道东王庄村村

民王孝祖的羊场，采访他依靠养羊脱贫的情况。
王孝祖家里6口人，他和妻子平时靠外出打零工为

生。2004年，王孝祖在企业打工时，不小心手臂被机
器压伤，造成左手残疾。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这个本来
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困难。2017年5月，他家被识别为
建档贫困户。河雍街道帮扶责任人耿迎华和村两委干部
为他跑前跑后，给他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让他享受了
残疾人待遇。现在，王孝祖每月有182元、60元的低保
补助和残疾补助。除此之外，该村干部也积极想办法，
在生活上给予他帮助，为其捐衣捐物。生性好强的王孝
祖觉得，虽说自己身有残疾，但不能老靠别人接济生
活。

王孝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了3只羊，开始
了打拼。一次，耿迎华在与王孝祖拉家常时了解到，王
孝祖想办一个羊场。单靠喂几只羊脱贫难度实在是太大
了，但办羊场需要场地，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呢？王
孝祖深深叹了口气。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耿迎华听到
有养殖技术培训的消息，就让王孝祖参加。2017 年
底，耿迎华为王孝祖在临近联系了一个饲养场，并为其
申请了5万元无息贷款。

王孝祖高兴地以每年 4000 元的价格租赁了饲养
场，购进了30多只羊。妻子在外务工，他一个人吃住
在饲养场，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饲养场里。孟州市畜
牧技术员王广庆也经常深入王孝祖的羊场，进行技术指
导，传授防疫技术。经过一年努力，王孝祖去年收入2
万多元，顺利脱贫。拿到街道为其颁发的脱贫光荣证
时，王孝祖激动地说：“我虽然残疾，但我并不自卑，
只要勤劳苦干，照样能活出精彩。”

讲信用，肯实干，王孝祖使周围的饲养户都刮目相
看。到还贷款时，王孝祖不管有多难，都要想办法及时
把贷款还上。去年还贷款时，羊价不是很理想，可还贷
款他没有一丝犹豫，果断地卖了30多只羊，又贷了一
部分款，还上了这笔5万元无息贷款。今年10月，又到
了还贷款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及时还上了贷款。在他的
心里，党的恩德比天还高。王孝祖说：“没有政府和好
心人的帮忙贷款，就没有俺的今天。”

“苦是苦些，累是累些，但俺不能拖脱贫的后腿。
明年，你再来俺这里看看，肯定比今年更好。到时
候，俺不是脱贫，而是要致富！”王孝祖的话让人萌
生敬意。

羊倌脱贫

提升提升 眼力 脑力 笔力脚力

⬆11月4日，修武县郇封镇官司桥村肉兔养殖合
作社，村民王新生正在给兔子喂饲料。该合作社总投
资10余万元，目前饲养兔子1000余只，带动该村2
户贫困户饲养肉兔。王新生为贫困户免费提供养殖技
术，成为该村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11月3日，位于
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
的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
人员正在包装产品。该
公司是国内一家专业生
产方便食品的大型食品
加工企业，产品有七大
系列、上百个品种，在
全国有 1000 多家总经
销商、近 30 万个销售
网点，带动 2000 余人
就业，有效带动了该镇
村 民 发 家 致 富 。

本报记者 宋
崇飞 摄

⬆11月5日，温县招贤乡上苑村领群鞋帮加工点，村
民正在加工棉鞋帮。该加工点由致富带头人王领群建
立，总投资40余万元，购置缝纫设备40多台，为村民提
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20户，人均月工资不
低于2000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