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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颖

2月9日，在央视《新闻联播》二条新
闻《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有一个镜头，武陟县小董乡干部
乔林波站在该乡扶贫产业基地董永草莓园的
采摘大棚里接受采访，“我们有决心、有信
心，也更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这两场战役。”乔林波语气铿锵有力。
战“疫”战“贫”两不误，乔林波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后，武陟县全体扶贫干部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战“疫”不忘扶贫，致力于打赢战

“疫”战“贫”两场硬仗。

扶贫干部成疫情防控一线主力军

扶贫工作队，拉出来就是战“疫”工

作队。1月24日，农历除夕，武陟县疫情
防控阻击战打响后，该县驻村第一书记、
县直单位帮扶责任人、乡镇、村扶贫干部
迅速到岗到位，积极主动履职，在疫情防
控卡点部署联防联控措施，扎实开展疫情
防控宣传，多方筹备防护用品……他们成
了疫情防控一线的主力军。

省社科联派驻嘉应观乡中水寨村第一
书记马应福骑着电动车领队，携带移动小
喇叭一天三次逐街巡查，宣传防控知识，
疏导聚众人员；市委组织部派驻小董乡南
官庄村第一书记张玉琪第一时间到岗，迅
速拉起一支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筹备消毒物资，作好湖北返
乡人员排查，深受乡亲们信赖；嘉应观乡
范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海晖，联系无人机
对全村进行喷洒消毒，保证人居环境卫
生。

短短几天时间，武陟县各级扶贫干部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在各村拉起疫情防控

“保护墙”，帮助村民掌握科学防控方法，
稳定了情绪，增强了信心。

消费扶贫为产业发展添动能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防控疫情的同
时，扶贫产业发展也不能耽误。

2月13日上午，记者在董永草莓园的
采摘大棚里见到小董村低保户李春霞。她
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一边摘草莓一边
和记者聊起来。“在家里待着没事干，这棚

里就我一个人干活，就当是自我隔离保护
了。”李春霞说。2 月 9 日晚的 《新闻联
播》播发该草莓园的镜头中，有她正在分
装草莓的画面。李春霞说，自从上了央视
后，她的干劲儿更足了。

董永草莓园位于小董村，是该乡的扶
贫产业基地，共有10座草莓采摘大棚。草
莓园带动小董乡12户贫困户参与分红，每
年总分红金是 29000 元。受疫情影响，现
在只有5名小董村的村民和贫困户在这里
务工，每人每天收入70元。

春节正是大棚草莓和大棚蔬菜集中上
市销售的时间，受疫情影响，武陟县有包
括董永草莓园在内的5家扶贫产业基地出
现果蔬滞销。让这些扶贫产业基地的农产
品种得出、卖得掉，成为武陟扶贫干部的
心头大事。

2 月 7 日，武陟县扶贫办发了倡议
书，为滞销农产品找销路。很快，该县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干
部职工微信群里发起了消费扶贫爱心接
力，扶贫干部利用空闲时间当起了义务
配送员。武陟县胖发祥购物广场、世博
超市、小董乡新合作超市与这些扶贫产
业基地签订购销合同，解除扶贫产业基
地的后顾之忧。

“全县扶贫干部在疫情防控一线是主力
军，在脱贫攻坚战场是战斗尖兵，我们有
信心打赢这两场硬仗。”武陟县扶贫办主任
宋新胜说。

武陟县：战“疫”战“贫”两不误

2月12日，乔林波（左）在武陟县小董乡小董村的扶贫产业基地草莓大棚内，向该
基地负责人孙卫国（右）了解草莓销售情况。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牛联平 李继远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五，已过了中午
饭点，在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二组的疫情
防控卡点前，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郭光
胜仍认真负责地守在卡点，观察着视线范
围内有没有人员、车辆到来。卡点3个人
轮流吃饭，每到饭点他总是让同伴们先回
去，自己排到最后。

“不管是焦作的领导，还是孟州和乡里
的领导，都对俺家的生活很关心，帮俺找
挣钱的门路。如今俺家稳定脱贫了，咱做
人不能忘本。为了村里老少爷们儿的安
全，俺在卡点参与疫情防控是应该尽的义
务。”老郭的话透着陵区群众特有的朴实和
憨厚。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并且身有
残疾，但他怀着贫困群众对党的扶贫政策
的感恩之心，自农历大年初二起已经在卡
点严防死守连续奋战了13天。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源沟村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全村 5 处
卡点都需要 24 小时昼夜轮班值守，特别
是位于二组的主村口，是人员出入最密集
的卡点，对于常住人口只有 60 余户不足
200 人、面积大、群众居住分散的村子来
说，7 名村两委干部因人手缺、任务重而
忙得连轴转。得知这种情况，老郭二话不
说，戴上口罩，穿上红马甲，直接冲上了
战“疫”第一线，守在主村口的卡点上。
他每天不到 8 时上岗，一直到晚上 8 时披
星戴月“下班”。除了在疫情防控卡点执
勤，他还同驻村工作队的干部一道走遍二
组的每家每户，排查外来人员，全面掌握
情况，并拿着倡议书认真宣传新冠肺炎防
控知识，身背喷雾器对各户房前屋后进行
消杀……

“老郭参与疫情防控那是真下劲啊，无
论刮风下雪天天都在，我们村其他群众在
他的影响下，也都行动起来了，让我们省
了不少心。”该村村委会主任秦水利说，联

防联控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在老郭的带动
下，源沟村60余户每户出一人当防疫志愿
者，全部编班轮岗，负责白天的值守工
作。村干部则负责轮值守夜，真正做到了
干群一心、同舟共济、联防联控、共抗疫
情。

5年前，老郭一家四口在村里靠养羊
为生，他有轻度肢体残疾，老伴残疾、
长年吃药，孙女上学，儿子外出务工，
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他家被
定为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 7
月的一天，正在赶羊进圈的老郭突然感
觉腰部不适，一下子瘫倒了。第二天，
到源沟村蹲点扶贫的焦作市委书记王小
平来到他家，握着老郭的手详细了解他
的病情和家里的困难，为他请来了有经
验的医生。通过诊疗，老郭的病很快好
转。老郭康复后，王小平又和驻村干部
商量为他“量身定制”工作岗位，让老
郭既能照顾家，又能在村里就近有一份
稳定务工收入。

“是王书记帮俺家渡过了难关，党的恩
情啥时候也不能忘。”回想起这段往事，老
郭记忆犹新，眼角湿润。2017年起，依靠
党的各项扶贫政策，他在村里干保洁工作
一个月有500元收入，儿子外出务工有收
入，加上流转的土地收入等，他家在去年
实现了稳定脱贫。村民们都说，老郭是个
明白人、热心人，他积极响应村里开展的
人居环境整治，主动把羊卖掉、拆除了羊
圈；他让出自家承包地，全力支持村里的
吊桥、蔬菜大棚等产业扶贫项目建设。老
郭也常常对人说，听党话、跟党走，生活
才会越过越好。

“现在俺就听村党支部的话，把自己负
责的疫情防控工作干好，让村里群众都能
安心过日子，让村干部们腾出精力去考虑
村里发展的大事儿。”老郭坚定地说，现
在村里有很多在建扶贫产业项目，等打赢
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源沟村就能发展
得更快、更好了，老百姓的好日子还在后
头呢。

脱贫户郭光胜：俺为战“疫”添把力

●2月13日上午，有关市领导和市脱贫攻坚办负责人
一行到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村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工作。检查组到该村疫情防控监测点了解防控工作开展情
况，听取了区、街道、村三级工作汇报。检查组强调，要把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有机结合起来，两个战役
一起打，两项工作一起抓；要围绕《全省脱贫攻坚核查方
案》内容，创新工作方式，通过视频会议、网络比对等措
施，切实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春季产业发展的关键期，采
取一切可行措施，保障扶贫产业稳定发展；要切实关注贫困
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状况，提供相应防护物资，鼓励他们
参与春耕生产。

●2月 10日上午，孟州市扶贫办召开脱贫攻坚周例
会。会议传达了河南省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疫情
防控期间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快速
切换到疫情防控形势下的脱贫攻坚工作模式，脱贫攻坚各行
业部门要创新工作形式，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两不
误；要关心关注贫困户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切实解决好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需求；要全力做好产业扶贫滞销
农产品的后续排查化解、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等工
作，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2月 10日上午，中站区有关领导先后深入龙翔街
道、府城街道调研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要求，
要把脱贫攻坚与疫情防控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落实项目设计
预算与财政评审的对接工作，早打算、早落实，让产业项目
早投产早见效；要切实关注疫情当前贫困群众的安危冷暖，
真正解决好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2月10日上午，马村区领导到扶贫产业基地华盛农
庄和马界村大棚蔬菜种植园，实地调研产业扶贫工作。调研
组要求，疫情防控期间要转变扶贫产业发展和销售方式，充
分利用电商平台，统筹兼顾作好销售对接，确保扶贫产业丰
产又丰收；要谋划好新形势下的扶贫产业发展工作，想方设法
把形式灵活、上手快、风险低、见效快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入到
产业扶贫工作中来，确保贫困群众切实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
利。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通
讯员孙慧慧） 2 月 11 日中午，
武陟县西陶镇王顺村村口疫情
防控卡点，该换班休息的值班
人员李志攀临走时拉住村干部
李德才，从口袋里掏出 500 元
钱递了过去，诚恳地说：“这是
俺全家人的一点心意。党和政
府这么照顾俺，抗击疫情俺也
应该作点贡献。”

2015年，28岁的李志攀患
了尿毒症，他的父亲为他捐了
一个肾脏，用深厚的父爱延续
了他的生命。重获新生是喜悦
的，但从此家里失去了两个主
要劳力，负担沉重。2017 年，
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低保，他
家也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乡村两级和帮扶单位多方
联系，安排李志攀当了一名涉
水安全员，也帮他父亲和他妻
子找到了工作。

疫情发生后，李志攀毅然
决然写了“请战书”，参与村内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把控

“入口”，做好出入登记卡点消

毒工作，并尽自己最大能力坚
守在岗位。

南阳村贫困户李保才，独
自照顾瘫痪在床 7 年的老母
亲。看到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党员干部们很辛苦，淳
朴的他主动请战参加疫情防控
卡点值班。

“党员干部都在守护大家的
安全，俺不能袖手旁观，没钱
也能出把力。”古樊村特困户常
铁头说，虽是三级残疾，但他
有一颗感恩的心，“我就一个
人，没有什么牵挂，多值会班
不要紧。”他积极报名参加疫情
防控卡点值班，坚持每天 7 时
到19时在岗。魁张镇村贫困户
郭红妮、原素梅、郝小将、郭
冈头等，自发凑钱为疫情防控
卡点值班人员送去了慰问品，
表达他们的敬意。

“俺困难时，党和政府无
私 帮 助 救 助 。 国 家 有 难 时 ，
俺也应该尽点心出点力，齐
心协力战胜这场疫情。”李志
攀说。

西陶镇贫困户：

抗击疫情，有我一个！

本报记者 朱晓琳

山谷中的几声鸡鸣，唤醒了沉寂的小山村。一缕缕炊
烟从家家户户灶房袅袅升起。

农历大年初十，沁阳市常平乡山路平村的20多名党
员和群众代表在作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自发拉了一个讨论
群，一场关于“脱贫攻坚，咱村该咋干、该往哪里走，乡
村振兴该怎么做”的微信议事会热火朝天地开始了，60
秒语音方阵开始刷屏。

“一手要抓战‘疫’，一手要抓战‘贫’。脱贫攻坚帮
助的是咱村的兄弟姐妹，咱村里的党员和老少爷们儿得扛
起来。”山路平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海涛说。

山路平村位于常平乡东部，临丹河，沁丹公路穿村而
过，属全山区村，下辖 7 个自然村，350 多户 1300 多口
人，人多地少，尤其是山地多水浇地少，集体经济薄弱。
2019年，沁阳市派出36名帮扶人员与村里40多户168名
贫困人员结成帮扶对子，截至2019年12月底仅剩4户11
人未脱贫。

面貌一新的党建综合体是村民自发出工用了20多天
时间建成的，这里不仅是村两委驻扎地，更是村民眼中带
领群众致富的中心。党建综合体内堆放着村委会从贫困户
手中收集上来的扶贫产品：花椒、小米、蜂蜜、红薯粉
等，村里新成立的农业公司已经收到了 1000 多份订单，
新推出的高山系列农产品首单销售盈利3万多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旅游不发展，年轻人就留不
住，都出去打工了”，党员代表张荣智、王中国建议以旅
游业为龙头搞餐饮业和民宿旅游。“咱村水好空气好无污
染，城里人都喜欢这些，石房窑洞民宿和嬉水休闲等旅游
项目得加快开发”，四渡小组组长、入党积极分子田为民
提前带头利用家里的老房子搞民宿，本来家里人还因为这
件事意见不一致，但看到民宿还没装修就有城里人来租
房，家里人统一了思想，那就是搞民宿旅游。

参加讨论年龄最大的是73岁的村民代表田凤才，他
说，养殖业、种植业这些都得大力搞。第一村民小组组长
张晓说：“把咱村的山坡地利用起来，种植经济林、经济
价值高的中药材。”“扶贫产品咱得统一品牌、统一标识、
统一规划，最好形成拳头产品”“种植无污染的粮食，咱
也要闯闯市场，持续发展”……

“穷帽要靠自己的双手才摘得掉，穷根要靠自己的努
力才挖得掉。”张海涛说，“脱贫只是第一步，咱村更好的
日子还在后头！”

“两手抓”的微信“群英会”

本报记者 张 鹏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她成
绩斐然，先后获得“河南省扶
贫开发先进个人”“河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焦作市巾帼建
功标兵”“焦作市三八红旗手”

“焦作市优秀青年标兵”等荣誉
称号。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她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线，用
责任和担当诠释着一名扶贫工
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她就是市
农业农村局综合科科长、市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
组长贺翠霞。

2 月 2 日临近 23 时，贺翠
霞在单位的微信群看到市委组
织部将选派干部到社区一线参
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消
息后，第一时间填写了报名登
记表。

2 月 4 日，按照组织安排，
贺翠霞到了解放区王褚街道锦
祥花园社区，先期分包负责36
户的入户排查任务。在扶贫战
线上奋斗了16年的贺翠霞，工
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入户
排查时，每户的家庭成员组
成、身体状况、有无外地旅行
史和接触史，贺翠霞一一询
问，不遗漏任何细节，对排查
出来的外地返焦人员，她详细
登记相关信息并第一时间上报
到社区。对于排查中家中无人
的情况，贺翠霞多次登门复

查，仍旧联系不上的，便想方
设法打听到户主的联系方式，
确保排查工作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

锦祥花园实行管控之后，
贺翠霞第一时间将出入证发放
到所分包的36户住户手中。有
两户是老年人，不会使用手
机，也不会写字，贺翠霞便帮
助他们填写基本信息，保证了
他们按规定出行。

2 月 13 日 7 时 30 分，贺翠
霞又准时到了锦祥花园社区门
口，和同组的人简单碰面后，
便开始对小区东区公共文化体
育活动区域进行巡逻防控。她
及时劝导晨练群众回家，提醒
出门群众戴口罩，遇到群众不
理解，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锦祥花园小区是我市最大
的住宅小区，户多人多，公共
体育活动区域大，贺翠霞和同
组队员每天巡逻的区域有六七
公里。

作为我市脱贫攻坚战线的
骨干力量，贺翠霞说：“在脱贫
攻坚战场冲锋陷阵，在疫情防
控一线默默奉献，这是我的光
荣，必将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
的经历。”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收官之年。贺翠霞希望早
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快
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推动焦作“三农”
工作高质量发展继续贡献自己
的力量。

疫情阻击战中的扶贫人

2 月 12
日，马村区演
马街道魏村扶
贫制衣车间，
几名女工分别
相 隔 一 米 多
远，正在缝纫
机前做活。新
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演马街
道通过微信群
给贫困户提供
一些企业的用
工 、 招 聘 信
息，因为疫情
不能外出务工
的贫困户在微
信群可以与用
工企业双向对
接，寻求合适
的就业岗位，
实 现 就 近 就
业。

本 报 记
者 翟鹏程 摄

本报记者 史文生

在中站区府城街道六家作村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活跃着
一个女干部的身影，她就是市妇联
派驻六家作村第一书记陈便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陈便
青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全力以赴
参与所驻帮扶村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

农历大年初三晚上，陈便青让
丈夫开车送她到六家作村，看望正
在卡点值班的村干部，了解外来人

员的排查情况。听说需要防护口
罩，她立即打电话向焦作市几家医
院协调，得到的回复却是“口罩紧
缺，实在对不起”。怎么办呢？陈便
青没有放弃，向市妇联领导求助。
经过多方筹措，市妇联为该村购买
了 500 个医用口罩，还有一些消毒
液和防护手套，送给六家作村疫情
防控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户。

连日来，陈便青按照上级领导
统一部署，与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
一道仔细做好重点人员筛查、监测
工作，对湖北返乡人员进行筛查摸
排，逐户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讲，

对进村车辆以及大街小巷进行消
毒；利用广播，定时在村内播放疫
情防控通告和防护知识；建了六家
作村防控宣传微信群，教育引导群
众正确对待、科学防控，不信谣、
不传谣。

陈便青在村里成立了巾帼家事
志愿者服务队，为奋战在疫情防控
卡点的村干部和贫困户购买米、
面、油、菜、水果等物品，为他们
解除后顾之忧。元宵节这天，陈便
青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坚守在防控
卡点的干部送去25公斤汤圆和温馨
的祝福。

驻村干部陈便青：坚守岗位战“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