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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热心贴心 第一书记的当家秘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文图
入、早 治 疗 ，并 实 行“ 一 对 一 ”签 约 服
务。在偃师市财政为贫困户补贴新农
合的基础上，还为贫困户缴纳了新农小
保险，
贫困户患了大病后可报销 5 次。
村民贾六须清楚地记得第一书记
任荣厚为他办的一件实事儿。他 70 岁
的老伴王淑凤突患脑梗死住院治疗，花
费 2.7 万元。在新农合按规定报销 2 万
多元后，任荣厚又积极与扶贫攻坚领导
小组汇报沟通，又给他家补贴了 2000
元，
解了燃眉之急。
对于家有慢性病患者的贫困户，任
荣厚一趟趟地登门走访，解释政策，先
后为李智献、李三怀等 7 户人家办理了
慢性病诊断卡，为防范贫困户家庭因病
陷入困境提供了保障。
任荣厚（中）正在了解村民吕桂林种植丹参等中药材的情况

人物名片：任荣厚，41 岁，偃师市城市管理局停车管理科科长，
2016 年 4 月被派往山化镇牙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2017 年 4 月接任
牙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据传，牙庄村最早的村名叫作“十
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辛苦和不容易。
里杏花村”。周武王伐纣回师，在偃师
接任第一书记伊始，任荣厚召集村
“息偃我师”，军师姜子牙的中军大帐就 “两委”班子成员开会，盘点了牙庄村贫
驻扎在此。其后，就以姜子牙的名字改
困户的基本情况：全村 101 户贫困户、
“十里杏花村”为
“子牙庄”，
简称牙庄。
336 人中，因病致贫的有 68 户、225 人，
牙庄村现有 22 个村民组，985 户、 因残致贫的 19 户、63 人，因学致贫的 2
3764 人，村民以外出务工为主，收入来
户、8 人，因缺少资金、缺少劳力、缺少
源较为单一。虽说牙庄是一个非贫困
技术致贫的仅有 12 户，
39 人。
村，但 2015 年建档立卡时，全村还有贫
贫困户家庭的底儿摸清楚了，任荣
困户 101 户、336 人。到今年 6 月底，已
厚也理清了工作思路。他给自己定下
有 56 户、207 人脱贫，这 56 户人家均有
了规矩：做群众工作首先要体谅群众疾
相对稳定可靠的增收渠道和收入来源。 苦，群众的疾苦无小事儿，一要真心真
意，二要热心热情，
三要贴心周到。
针对贫困户中因病致贫人家多的
盘清“贫困账”定下“三心经”
情况，村里联系镇卫生院对所有贫困户
定期进行免费体检，争取早发现、早介
任荣厚是偃师市顾县镇人，打小生

买
“壕7”
更豪气
近日，福彩刮刮乐“壕 7”已在我市 “7”中奖，奖金翻 7 倍的玩法，大大地
与广大彩民见面。该款彩票面值 10 丰富了中奖的可能性和趣味性。
元，最高奖金 40 万元。
“壕 7”彩票以土
“壕 7”彩票完美融合了“好听”
“好
豪金为底色，票面上再搭配闪耀夺目
看”
“好玩”
“好中”的四大特点，只为让
的钻石、皇冠等元素，让整张彩票显得
你 高 高 兴 兴 买 彩 票 ，轻 轻 松 松 做 土
雍容华丽，
贵气十足！
豪！如果你是一个对颜值有要求，对
“壕 7”共有两个玩法：玩法一是
品质有追求的人，千万不能错过，即刻
“数字比对”，跟中奖数字对上就中奖； 买
“壕 7”
，让你更豪气！
玩 法 二 是“ 三
同图”玩法，三
个图符相同就
中奖。在此基
础 上 ，玩 法 一
还附加了见

“你有梦想，我就为你牵线搭桥”
9 月 7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在牙庄村遇到了吕桂林。65 岁的吕桂
林因患食道癌刚做了手术，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住院补偿表上显示，他可以获得
19956.4 元补贴。
说明了报销补贴情况之后，任荣厚
又问起了吕桂林的中药材种植情况。
这下吕桂林来劲儿了，拉着任荣厚和村
党支部委员李洪涛来到了自家地头。
算上承包他人的土地，吕桂林一共
种了 30 亩地。
“3 亩丹参，13 亩黄芪，按
现在的价格每亩丹参能收入 4000 元，
每亩黄芪能收入 5000 多元。”吕桂林
说，他还种了 6 亩远志，远志是治疗神
经衰弱的，
价格会更高一些。
拽了一把丹参地里疯长的野草，任
荣厚说，吕桂林缺的就是资金，有两三
万元钱就能渡过难关，
“ 原来他打算办
理小额贷款，但他儿媳妇不同意没办
成，这几天，我还得去做他儿媳妇的思
想工作，让她公公和婆婆能通过政策帮

扶和个人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
到达李三怀家时，65 岁的李三怀
正喜上眉梢地在猪圈喂猪。李三怀说，
他家这头猪现在有 400 多斤重，等配了
种后就可以下猪崽了。李三怀的这头
猪是任荣厚所在单位——偃师市城市
管理局去年出资购买赠送的。任荣厚
说：
“ 局里非常支持牙庄的脱贫攻坚工
作，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挤出了
2.5 万元扶持村里的‘金果树’计划，还
为 30 户贫困户购买了猪崽、羊羔，利用
农村家庭院落优势增收。”
对于有梦想、有能力的贫困户，任
荣厚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帮他们申请
小额贴息贷款，今年以来，已为 20 户人
家办理了手续，
拨付资金累计 55 万元。
偃师市城市管理局是牙庄村脱贫
攻坚的帮扶单位。
“ 精准脱贫攻坚战是
一场硬仗，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大不到
哪里去。”任荣厚说，作为驻村第一书
记，他的身后有一棵大树，一座靠山，那
就是单位的党组织和同志们，
“ 我有信
心、有决心，牙庄还没脱贫的 45 户、129
人不脱贫，
我就不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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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体彩公益行走访慰问抗战老兵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铭记抗战老兵的光辉历史功绩，河南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洛阳分中心工
作人员前往偃师市邙岭镇、首阳山
镇、洛龙区、老城区和西工区看望韩
刚、李根才、张锐、房客金、郭建华等
抗战老兵，为他们送去慰问金、慰问
品和深切的祝福，表达体育彩票人对
老兵们的尊重和敬意！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洛阳
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老兵曾
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如今他们
都已到了耄耋之年，需要关心和爱

护。希望通过类似活动，让体彩公益
金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同时也希望更多志愿者、社会团
体能参与进来，共同关爱和帮助这些
抗战老兵，让他们过上幸福、安详的
晚年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