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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又娶亲 四旬贫困户双喜临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张珂 田义伟

洛阳市宜阳县花果山乡穆册村，转过正街往后走，有一个喜气洋
洋的农家院儿里，崭新的三间平房屋，门上贴着鲜艳的大红喜字和金
色福字，连炕头都贴着一副对联：日丽风和桃李笑，珠联璧合凤凰
飞。这是贫困户刘殿武的新家。这个 46 岁的贫困户三年完成了两
个目标：脱贫、娶媳妇。

穷日子把人“磨”成了“懒汉”
“说起刘殿武，村里人都知道，以
前家里特别穷，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
的，四十几了还没有娶媳妇成家。”12
月 6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
驻村干部仝于强的带领下，来到了贫
困户刘殿武家。
刘殿武八岁丧母，十五岁撑起整
个家，他一边照顾多病的爷爷、父亲，
一边侍弄着两亩多庄稼地，靠粜粮
食、打零工维持家里生计和老人的医
药费。
“钱没在家里过过夜，刚到手没
暖热就得花出去，最难时候，过年都
没闻一点肉味，没添一根线，买两副
对联一贴，就算过了年。”回忆过去，
刘殿武苦笑起来。
2015 年，43 岁的刘殿武成了贫
困户。当时家里只剩下他和老父亲
相依为命，
“那时候也不知道干点啥，
出去打工没人照看我父亲，不出去吧
指望那两亩地也不挣钱，一到农闲没
事干就到处转悠。
”刘殿武说。

脱贫要先有“精、气、神”
2015 年，驻村干部仝于强和刘
殿武结成了“帮扶对子”，仝于强三天
两头往刘殿武家里跑。
“ 殿武是个实
在人，只不过多年苦熬日子，把人都
磨钝了，先鼓起他的精气神，他有一
把子力气，咋会怕脱不了贫。”仝于强
说。
仝于强开始给刘殿武“开小灶”，
乡里有培训，他先拽着刘殿武去听
课。听了几次，刘殿武“开了窍”。一
天，刘殿武主动找到仝于强，不好意
思地说：
“我看别人都种烟叶，我能种
点烟叶不？”仝于强一听，拍着胸脯保
证：贷款买苗，包地起垄，一切不用操
心，帮扶工作队全程代办。
接着，仝于强到乡里协调耕地，
以每亩二三百元的优惠价让刘殿武
承包了二十亩地，帮助他申请了五万
元的小额贴息贷款，又帮他买齐了烟
苗、化肥，机器突突突开进了地里，刘
殿武的烟叶种植基地正式开始种植
了。乡里的烟叶种植专题培训，刘殿

武一堂不落；乡里组织贫困户到省内
种烟示范区参观学习，刘殿武一趟不
少。村里人见了刘殿武，开玩笑说：
“昔日的殿武游手好闲到处转，现在
的殿武忙得不可开交到处跑。”
2016 年 5 月，烟田丰收，金灿灿
的肥硕烟叶等待采摘，刘殿武没忘了
苦水里一起泡大的乡亲们，以每天七
八十块的工资雇用了十来个贫困户，
领着大伙摘烟叶、炕烟叶，一直忙活
到 9 月，这一年，20 亩烟叶给刘殿武
带来了近 80000 元毛收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通讯员 张怀良 文图

双喜临门过上好日子
刘殿武摘了“贫困帽”，热心肠的
乡亲们替他操心起了婚事：
“殿武哥，
俺们来给你干活，连口热乎饭都吃不
上哩，你说是不是家里缺个人，你家
烟叶从 20 亩种到了 50 亩，以后总不
能一干活就领着 20 多号人去饭店吃
吧。”刘殿武不说话，看着破屋子烂院
子发愁。仝于强带着帮扶工作队又
来了，这次送来的又是“及时雨”——
获批的危房改造申请。几个月的时
间，三间大平房、一座新烟炕盖起来
了，甬路、围墙、大门齐齐整整，地砖、
吊顶、红大门崭新崭新，屋里沙发、茶
几、电冰箱、大电视一应俱全。
今年年初，媒人上门了。女方家
住洛宁县涧口乡桃花村，比刘殿武大
上两岁，看着刘家啥都不缺，本人也
老实肯干，当即点了头。农历三月，
花果山上的桃花刚打苞，刘殿武办了
一场低调的婚礼，把“新媳妇”张万花
娶进了门。婚宴上，帮扶工作队全员
出席，回忆这两年多的帮扶路，他们
都为刘殿武感到高兴。刘殿武给媳
妇封了个“后勤部长”，专门给雇来的
工人们做饭，大伙吃饱喝足，干活力
气更足。今年，50 亩烟田又迎来了
大丰收。
“人勤地生金，今年俺又种了 3
亩艾草，还考了厨师证和电工证，忙
完地里活，还能出去打工，以后日子
咋想咋美。”三年时光，刘殿武从内到
外 脱 胎 换 骨 ，从“ 懒 汉 ”变 成 了“ 能
人”
。

洛阳市募捐办
组织开展清洁大扫除活动
近日，洛阳市募捐办组织西苑路
销售厅员工对西苑路段的各个公交站
牌处进行了清洁大扫除和牛皮癣清理
等工作。据了解，此举是为进一步巩
固文明洛阳创建成果，给城市街道营
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打造“畅通、靓丽、
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
清洁中，由于小广告粘贴的十分
牢固，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志愿
者需要先将大块的广告撕下来，再用
水洒在顽固的难以清除的部位，用扁
铲进行清理。同时，参加活动的志愿

洛阳名特优
“土宝贝”
上海滩抢手热销

者还随身携带扫帚等各种适用的工
具，在道路两旁清理掉落在角落里的
烟头纸屑塑料袋等垃圾。
西苑路中福在线的公益小组负责
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言一
行把文明洛阳公益福彩落实到日常生
活中去，同时也呼吁大家注意爱护公
共环境，共同维护美好家园。

上海市民喜欢洛阳名特优土特产

本报讯 12 月 6 日，由洛阳市人
民政府主办、洛阳市供销合作社承
办的第六届河南洛阳名特优农产品
（上海）展销周，在上海光大会展中
心开幕。53 家洛阳涉农企业和专
业合作社的三大类 12 个系列共计
300 多个品种的产品参展，包括农
产品类 8 个系列、牡丹产品类 2 个系
列和旅游工艺品类 2 个系列。
“你们展销周办了六届，我参
加五届，我喜欢洛阳的农产品。”家
住徐汇区的王阿姨一早就等在了展
销周门口。临近中午徐阿姨满载而
归，在她的购物袋中不仅有农产品，
还有带给孩子们的剪纸书签、香包
等洛阳特色工艺品。
在展销周的香包摊位前，颜色
鲜艳、造型别致、刺绣精巧的香包，
一开幕就成了展销周上的抢手货。
据摊位负责人陈琳介绍，作为汝阳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李阿婆香包今
年是首次参加展销周，香包全部由
汝阳县三屯镇丁沟村的 40 多位留
守农妇手工缝制，各式各样的牡丹
刺绣也非常具有洛阳地方特色。陈
琳说，目前香包厂多以订单模式进
行生产销售，远销中国台湾、美国等
地，不仅有香包，还有按摩枕、颈椎
枕等保健用品，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记者在现场获悉，目前洛阳市
共有农业产业化集群 23 家，其中省
级农业产业化集群 8 家，市级农业
产业化集群达 15 家，分别是以牡丹
为主的花卉苗木产业集群，以上戈
苹果、偃师葡萄为主的水果产业集
群，以黑杂粮、红薯、小麦、蔬菜、奶
业、水产、中药材为主的特色农业产
业化集群。2017 年，重点培育的 10
个 农 业 产 业化集群年总产值达到
104.6 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
实现总产值 108.4 亿元，
省级以上出
口示范区达到 8 个，
其中国家级出口
示范区 4 个，
总量居全省第 2 位。
本届展销周有 53 家涉农企业
和农民专业社参展，参展的产品分
为名特优系列农产品、牡丹系列产
品和特色旅游工艺品等三大类，共
计 12 个系列 300 多个品种。其中，
农产品系列 8 个，牡丹系列产品 2
个、旅游特色工艺品系列 2 个，包括
优质杂粮、红薯及制品、蜂产品、果
品、棉制品、牡丹系列产品和旅游特
色工艺品等，涵盖全市农产品种植、
养殖、生产加工、销售的全链条。据
统计，展销周开幕当天洛阳参展商
现场销售商品 30 万元，与合作方签
订合同以及达成合作意向近 4000
万元。

“体彩嘉年华”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在流逝，分分秒秒一瞬间，都
去哪儿了？虽然时刻忙碌，但近期全国
范围的体彩嘉年华活动却让大家乐在
其中。体彩嘉年华为张家界“公益体
彩，赢在社区”增添快乐氛围，长沙彩友
在即开网点参加爱心扶活动。广西北
海、柳州等体彩分中心开展路演，宣传
责任彩票。河南体彩户外销售将“刮全
民健身票，看体彩大讲堂”宣传贯穿其
中。在浙江，当地体彩中心举行“最美
绿道毅行，万人双十一‘雪’中撒欢”活
动，浙江体彩还举办“体彩杯”文体惠

民，
舞会开进古村落。
而在湖北黄冈，当地体彩中心举办
了自行车赛挺进大别山活动。在广东，
当地体彩中心举办“3 对 3”篮球比赛。
体彩嘉年华的目标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坚持不懈一往无前。回首来时路，你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