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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支书，已累计给村里捐款300多万元

今年过年，他再捐款物26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郭彦立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
久，驿城区水屯镇关帝庙村
举行党支部书记张新四捐
款暨慰问贫困户大会；事业
有成的他捐款20万元支持
村里的建设，给全村困难户
发放款物6万多元。据不
完全统计，几年来，张新四
累计捐款300多万元。

2008年11月，张新四
上任伊始，捐款10万元修
缮村委办公室，购买了电脑
等办公用品；带领村干部调
查研究、科学谋划，引进资
金1500万元，把原来只有
5米宽的小集镇街道扩宽
到37米，建成了占地68亩
两层楼房的综合商贸城，引

进各类商户、企业 260 多
家，安排1000多名村民就
业创业。几年来，村民劳动
收入累计超过1亿元，门面
房增值3000多万元。

为改善村里的基础设
施条件，张新四多方协调资
金数千万元，铺设村村通水
泥路50多公里，安装升级
变压器30多台，安装太阳
能路灯300多盏，建生产桥
涵 200 多座，打井 200 多
眼，地埋农田灌溉管40多
公里，建安全饮水厂1座，
使本村和附近4个行政村1
万多名村民吃上了自来水，
带头捐款彻底改变了过去
的走路难、用电难、吃水难

状况。
此后，张新四每年都为

村集体捐款数万元用于公益
事业，每年中秋节和春节前
都捐款数万元慰问贫困户，
给每个贫困户送去200元现
金和米、面、油、鸡蛋等食品。

在关帝庙村，凡是考上
大学的新生，张新四每人给
予3000到 1万元的资助，
对贫困户家庭考上一本以
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四年学
费全包，共资助本村和西部
山区贫困家庭的大学生
100多人。他每年给村小
学捐款１万元奖励优秀教
师和优秀学生；不久前，给
村小学购买9台空调安装

到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里。
张新四视困难群众如

亲人，凡是找到他反映困难
的群众，他都根据情况当场
捐款救急；困难户生大病住
院的，他都及时到医院看望
并送去救命钱。在关帝庙
村，他捐款帮助的困难群众
有200多家。

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张新四带头捐款10
多万元，筹资100多万元，
在村里建成了群众文化活
动广场、绿色小游园、红色
网络家园、农民图书室、阅
览室、活动室，安装了照明
灯，成立了100多人参加的
舞蹈队、锣鼓队。

160个“红手印”，挽留驻村第一书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高万宝

“杨行长，让他留任吧！村里离不开他呀……”一个个期待的目光，一声声诚恳的挽
留，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亲历者。

村民们苦苦挽留的他，叫刘闯，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派驻正阳县熊寨镇王楼村驻村
第一书记。两年多驻村工作即将结束，本应该回省城安排工作的刘闯，被一封签满了名
字、按满了160个红手印的“挽留信”请求留下。

把事办到
村民心坎儿上

王楼村，是交通银行河
南省分行定点帮扶村。
2017年11月，原交通银行
郑州上街支行行长刘闯被
省交行党委派到王楼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进驻王楼村
后，刘闯迅速转换角色，倾
心投入扶贫事业。

对于王楼村村民来说，
最盼的事就是修路。为修
路，刘闯争取省交行10万
元捐赠，又争取到了45万
元扶贫资金，为王楼村10
个村民组全部修建了“户户
通”道路。

王楼村的村民生活越
来越好了，刘闯开始思考着
怎样提高村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经过努力，他争取
2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为
王楼村修建了4个文化小
广场。

为美化王楼村的人居
环境，刘闯争取5万元扶贫
资金，治理、净化了王楼村
20多个村内臭水塘；为方
便村民夜里出行，刘闯向省
交行争取 19 万元扶贫资
金，为王楼村主要道路安装
了90盏路灯……

精准帮扶到户
助力脱贫

王楼村的贫困户，是刘
闯最牵挂的。在实际帮扶
中，刘闯做到“一户一本台

账、一户一个计划、一户一
套措施”，达到了精准帮扶
的效果。

张永松腿有残疾，不能
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对做
饭感兴趣。刘闯协调交行
自贸区分行党支部出资
6000多元，送张永松到厨
师学校学习，学成后又介绍
他到郑州一家酒店做厨师，
月收入5000余元。有了稳
定收入，张永松家2018年
实现了脱贫。

张洪新身有残疾，两个
孩子都在上学，家庭负担较
重。刘闯在走访时，发现他
家门口有一个废弃的水塘，
引导他利用临近水塘的优
势发展养殖。他协调交行
中原中路党支部捐资1.5万
元，帮助张洪新改造了水
塘，并买来鸭苗、鹅苗、鱼苗
让其养殖，还帮他在水塘边
栽了20多棵桃树。如今，
张洪新家仅养殖一项年收
入2万多元。

像张永松、张洪新这样
的被帮扶故事，刘闯做了很
多很多……

争取资金
留下不倒产业

为发展产业，助力扶
贫，2018年，刘闯向省交行
争取102万元扶贫资金，为
王楼村建成了900平方米
的扶贫车间。2019年，他
又向省交行争取了37万元
扶贫资金，为王楼村扶贫车

间修建了附属设施。车间
建成后，他前往多地考察企
业，与正阳县万博天成箱包
制造有限公司成功签署入
驻协议。仅此一项，每年为
王楼村创造8万元的租赁收
入，带动贫困劳动力80余
人在家门口足不出户就业。

2019年，刘闯为王楼
村争取了110万元村集体
经济发展基金，并积极想办
法，找出路，帮助王楼村落
实该笔资金的使用。经多
方联系、商谈，最终与驻马
店淘儿宁药械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驻马店淘儿宁药械
有限公司使用王楼村110
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
期限5年，每年向王楼村支
付 11万元红利，5年共计
55万元，壮大了王楼村的
集体经济收入。

精神文明花开
幸福满满

在驻村工作中，刘闯倡
导孝道、友爱、互助、文明、
卫生的好风尚，每年召开一
次“精神文明表彰会”。

2018 年 8 月，王楼村
举办了第一届精神文明表
彰会，评选出励志脱贫户、
文明户、卫生户、好婆婆、好
媳妇、好邻居等6个奖项。
2019年11月，刘闯组织举
办第二届精神文明表彰会，
评选出文明户、卫生户、好
婆婆、好媳妇、好邻居 15
人，在村里树立了“遵纪守

法、孝道友爱、邻里互助”的
风气，营造了向文明家庭、
道德典型学习的良好局面。

两年多来，王楼村的村
民收入增加了，人居环境改
善了，王楼村由以前的落后
村一跃成为全县闻名的先
进村，并在2018年甩掉了

“脱贫村”帽子。

深厚友情
村民联名挽留

刘闯驻村，与村民结下
了深厚友情。2019 年 12
月，省委组织部下发了第三
批驻村第一书记轮换的通
知，王楼村的村民得知刘闯
可能要离开的消息后，纷纷
到王楼村委要求第一书记
刘闯继续留任，并向村支书
姜超众递交了由160名村
民联名签字的“请愿书”。

2020年1月3日，交通
银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杨红英赴定点帮扶村
——王楼村开展春节慰问
暨扶贫资金捐赠活动。王
楼村村支部书记姜超众代
表全体村民向杨红英行长
郑重提出“请求驻村第一书
记刘闯继续留任”的愿望，
杨红英行长看到村民们赤
诚、热烈的真情表白深受感
动，表示“一定满足全体村
民的意愿。”

160个红手印，160个
滚烫的心，留下了这位驻村
好干部。

60名书画家
义写春联送台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耀成
通讯员 赵鑫 文图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久，驻马店市
2020年“两岸共联谊，吉祥大拜年”联
谊文化交流活动在驻马店天中书画艺
术研究会举行。

天中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闫云等
60名书画家，义写春联和“福”字300
多副赠送给现场来自该市各县区的台
胞、台商、台属（如图）。

新蔡县这位行长：

挨家挨户
给贫困户送年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耀成
通讯员 邹金山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久，农业银
行新蔡县支行行长滕绘波带着米、面、
油和春联，赶到新蔡县河坞乡孙湾村，
挨家挨户给村里的贫困户送上“暖心”
年货。

孙湾村是农业银行新蔡县支行的
帮扶村，滕绘波此次来村里开展“冬季
送温暖”慰问活动，向村干部逐户询问
贫困户、五保户的生活状况以及脱贫
情况，并把带来的慰问品挨家挨户送
到贫困户的手中；每到一家，都不忘道
声新年好。

驻马店实验小学：

迎新春联欢会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耀成
通讯员 赵鑫 李鹏飞

本报驻马店讯 前不久，驻马店实
验小学“幸福实小，逐梦前行”迎新春
联欢会在北校区演播厅华彩绽放。

该市教育局有关领导、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与该校全体教师欢聚一堂。
马凤枝校长说，2019年风雨兼程的信
念，披荆斩棘的力量，与时俱进的华
章。2020年，让我们携手共进、相互陪
伴、爱泽一方，始终保持仰视的姿势，办
有温度、有故事、有良心的教育，以最美
好的事业成全自己美好的教育人生。

联欢会在开场舞《欢歌笑语迎新
春》中拉开了序幕，精彩纷呈的节目一
个接着一个，整场演出展现了该校教
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表达了大家
对2019年砥砺奋进所取得的成就和
收获的喜悦，2020年继续奋勇前行、
积极进取的自信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