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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看汝州 乘风破浪正当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文图

汝州开采煤炭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期汝州志就有开采利用煤炭的记载。清末民
初，汝州先后建有28座近代工业化煤窑。

上世纪九十年代，煤炭产业全盛时期，汝州境内有大小煤矿480多座，是中部地区重
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百里煤海”资源优势的驱动下，汝州曾创造了高歌猛进的经济社
会繁荣景象，于是有了“十八罗汉闹中原”“乡镇企业五虎上将”等传说。

脱贫攻坚战开始后，汝州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
水，以生态保护促脱贫攻坚，以“一村一品”为目标，大力发展花椒树、果树等经济林木种
植业和桑蚕种养、蜜蜂和牛羊养殖，发展民宿经济等乡村旅游业，不断提高脱贫攻坚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含金量，一个记得住乡愁的山水宜居绿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2019年底，汝州市基本实现贫困户产业政策全覆盖，产业叠加度达到3.19，享受政
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1622元。汝州市扶贫办主任王长征说，产业叠
加度达到3.19，通俗地说，就是平均每个贫困户家庭有3个以上产业收入来源。

精神赋能观念变
内生动力源源来

7月27日一早，汝州市夏店镇黄
沟村，71岁的李连京照例赶着她的18
只羊出村放羊。夏日雨后的和风轻
轻掀起李连京的衣襟，吹去她曾经满
心满面的爱与哀愁。

驻村第一书记李青建说，前两年
李连京可没有这么轻松。2012年，她
的老伴去世后，因为放心不下有精神
疾患的小儿子，便与小儿子和孙子孙
女生活在一起。为了挣钱贴补家用，
李连京去本村的平合缝纫店打工，由
于年龄大，眼神不好，手指头上满是
针眼，虽不见血，但疼，钻心疼。但看
到每月可以给家里带来1000多元收
入，李连京咬咬牙，坚持着。

2017年末，黄沟村表彰脱贫致富
带头人，靠养羊脱贫的毛振江披红戴
花成了村民瞩目的模范。当年，毛振
江养的肉羊出栏110只，收入30000
多元，再加上两个儿子在江苏务工，
全家收入 178442.6 元，人均收入
29740元。在李青建的要求下，毛振
江牵头成立了汝州市金旭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先后发展社员109户，其中
建档立卡户78户，存栏肉羊达1600
多只，年出栏肉羊2600只，增收420
万元。

毛振江的“翻身”，让李连京迸发
了脱贫致富的强劲内生动力。在“打
零工”贴补家用的同时，李连京报名
参加驻村扶贫工作队举办的各种养
殖技术培训班。2018年11月，在工
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帮助下，李连京
借了20000元钱，又拿出做针线活攒
下的钱，养了18只羊，2019年底卖了
30000 元，不仅还清了 20000 元借
款，还挣了10000元钱。李连京说，
她还要扩大养殖规模，创造属于自己
的新生活。

胡武强是临汝镇临北村人，8年
前，一场疾病夺走了他的左腿。妻子
离去后，家里只剩下他和年幼的儿
子。胡武强说，那时他既不能外出务
工，也不能干重活，每天都在愁钱从
哪儿来，怎么带着儿子生活？脱贫攻
坚开始后，胡武强被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经过帮扶责任人多次走访谈心，
帮助制定脱贫计划，2018年，胡武强

申请5000元政府贴息小额贷款，购
买了小型农用播种机，经过改装，戴
上假肢就可以驾驶。不到一年时间，
胡武强还清了贷款，2019年底实现家
庭人均收入15000元，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

“实现脱贫不是我的最终目标，
致富才是最大心愿。”今年，胡武强又
申请小额贷款30000元，流转土地50
亩种小麦。得知种红薯不仅可以领
到镇政府免费提供的红薯苗，还能享
受每亩最高500元的农业产业奖补
后，收罢麦子，胡武强又种了10亩红
薯，预计年收入可达50000元以上。

7月9日下午，汝州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道德模范事迹宣讲暨文艺展
演活动在米庙镇安庄村举行。见义
勇为模范、平顶山市第五届道德模范
汝州人李现军，汝州好人、汝州市住
建局派驻骑岭乡白马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王新涛，分享了各自的故事。大
峪镇十岭村村委会委员高巧娜，讲述
了孝老爱亲模范、十岭村村民张贤的
事迹。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口袋，先要
富脑袋。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魏
学君说，汝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中央文明委确定的全国20个县级
试点之一，是传播精神文明，志智双
扶，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主阵
地，辐射全市21个街道、乡镇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459个村的实践站，

“阵地建在市中心，活动要到村（居）
和田间地头，把你要说的话要干的活
儿，变成老百姓希望了解的东西，接
地气，才有说服力”。

来自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表明：汝州市63个贫困村中，有21个
获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41个
命名为达标村。汝州市文明办提供
的消息称，该市63个贫困村中，有50
个被命名为星级文明村。

不忘初心勇担当
志智双扶有温度

7月25日，伏牛山深处，蟒川镇
牛角岭村。一簇簇荆条花开满山野，
站在牛角岭森林公园向下望去，传统
四合院落星罗棋布，虽时值盛夏，却
凉风习习，令人舒心惬意。

牛角岭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

187户、728人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25户、488人。因病、因残和缺技术
是主要致贫原因。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2016年，汝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牛角
岭，挨家挨户走访贫困户，查找致贫
根源。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也多次
轻车简从夜宿牛角岭，与驻村第一书
记、工作队员、村“两委”成员挑灯夜
谈，规划牛角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之路。该村党支部书记冯中仓说：陈
书记来了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了。

规划先行、因势利导，将脱贫攻
坚与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振兴同步谋
划、同步建设。驻村扶贫工作队按照

“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要求，坚持
保障与增收、短期和长期目标相结
合，开发式和保障性扶贫并重，因户
施策、一户多策，科学制定帮扶计划
和措施，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改善
贫困户居住条件，为贫困户脱贫致富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7年10月，经多方筹措资金，
该村请来施工队在村南侧3公里处打
了一眼193米的深井，不仅解决了村
民多年吃水难的问题，而且引进企业
建起了伏牛甘泉水厂项目。

牛角岭村位于汝州、宝丰、鲁山
三县市交界处，地理位置偏远，山路
崎岖、山地坡度大。路不好，当地的
农产品卖不出去，外面的人也不愿意
来。

要想富先修路。驻村扶贫工作
队联系相关部门，修通了牛角岭村界
至罗圈村一段约5公里长、8米宽的

“村村通”柏油路。2018年又投资约
120万元，硬化了全村2300米“户户
通”道路，还在街巷两侧和村居间零
散闲置地块，建起了乡趣、乡邻、乡
语、乡睦等景观游园。

牛角岭地处伏牛山区，自然风光
秀美，是自驾游、徒步旅行的好去
处。在规划建设牛角岭森林公园时，
该村借鉴外地经验，筹建了“火车旅
馆”。“火车旅馆”由改造后的一节软
卧车厢、一节餐车组成。去年5月份，
喷涂着“牛角岭—北京”字样的“火车
旅馆”及配套餐车正式运营，与配套
的民宿小木屋相得益彰，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

水甜、路通，人居环境美了，游客
也纷至沓来。

6月4日上午，大峪镇下焦村党
群服务中心，59岁的秦群把一面写着

“驻村帮扶结深情，无私奉献为百姓”
的锦旗，送给了汝州市公路管理局派
驻下焦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魏金跃。

秦群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原先
居住的长岭组位于汝州、郏县、禹州
三地交界处，四面环山，自然条件极
其恶劣。秦群一家3口栖身在一孔
30平方米的窑洞内，妻子患有慢性
病，儿子秦彦召三十岁了还没人提
亲。

2016年4月，下焦新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开建。2018年4月，该项
目竣工验收后，秦群一家告别窑洞，
迁入下焦新村一幢75平方米的二层
小楼。

居家环境、村容村貌大改善，敞
亮了秦群和乡亲们的心情。魏金跃

和村“两委”抓住时机，开启志智双扶
计划，成立了养殖合作社，请来专家
授课。在魏金跃的建议和驻村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秦群申请了到户增
收资金 5000元，买了一头母牛犊。
初次尝到养牛的甜头后，第二年，秦
群主动找到工作队，要求申请小额无
息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如今，秦群
不仅还清了30000元小额无息贷款，
还养了5头牛，价值70000多元。6
月16日，魏金跃在电话中透露“最近，
有好几个人上门为秦群的儿子提
亲”。

出汝州，望嵩山，走过三十里铺，
就是汝登界的仙游岭。岭北是登封
送表。

汝州、登封两地间，有一条古驿
道，沿汝河支流洗耳河道布展，史称
嵩山小道，诗人多称嵩山道，汝州人
称汝登古道。古道汝州段，汝州人称
北官道。相传巢许避让隐汝海，武则
天嵩山封禅，汝州孟郊游嵩山，苏辙
汝州派家兵祭拜嵩山，宋高宗南下续
国祚走的都是这条道。

嵩山道汝州段大部分属陵头
镇。今年初，陵头镇把沿古道分布的
段子铺、朱寨、黄岭三个行政村的30
多个自然村规划为“东景”进行乡村
旅游开发，先期用10万棵竹子构织成
连接三个村的旅游廊道。

这里要说的王湾，是段子铺下辖
的一个自然村。因完整保存明清时
期的传统古窑、民宅，陵头“东景”乡
村旅游建设启动伊始，王湾被定位为

“民居民俗村”。今年五一小长假，古
韵王湾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6月21日，两个肩扛锄头的农妇
从一堵斑驳老墙前走过，与背景泥粉
老墙上挂着的老物件、实木镶嵌的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行大字，浑
然天成，俨然是一幅满含乡愁和希望
的油画。修旧如旧的天窑、地窑、连
窑和人工石窑，还有袖珍地坑院“长
寿窑”，个性民宿、风味小吃、文创及
非遗产品展示、手工体验等服务，古
韵王湾已成为游人回味最美乡愁，追
寻童年记忆的复合型乡村休闲度假
区。

“一村一品”谋发展
乡村振兴春潮涌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为此，汝州市委、市政府以“一村
一品”为目标，出台奖补政策，加大产
业扶贫力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增
强扶贫产业“造血”能力，夯实、拓宽
了产业扶贫这个脱贫之基、富民之
本、致富之源。

“2019年底，汝州市基本实现贫
困户产业政策全覆盖，产业叠加度达
到3.19，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1622元。”王长
征解释说，产业叠加度达到3.19，通
俗地说，就是平均每个贫困户家庭有
3个以上产业收入来源。

能向老百姓交出这份答卷，得益
于《汝州市产业扶贫指导意见》的出
台。王长征说，贫困户实施产业发展
有奖补，贫困户发展中草药、特色林
果、特色养殖等产业项目的，市里按

照收益额的10%至30%分类进行扶
持，以政策导向引导贫困群众壮大特
色优势产业。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
汝州市以生态保护促脱贫攻坚，大力
发展花椒树、果树等经济林木种植业
和桑蚕种养殖业，防止出现“贫困
——生态环境恶化——贫困深度加
深”恶性循环现象。

这里的一组数据，印证了汝州市
发挥政策导向的力度和作用。2019
年，全市种植花椒38600多亩，带动
贫困户2740户；种植花生、红薯、中
草药等14081亩，带动贫困户4531
户；发展蚕桑 3500亩，带动贫困户
564户；蜜蜂养殖2200箱，带动贫困
户630户；养殖兔子10万只，带动贫
困户156户。随着特色优势产业不断
壮大，汝州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
纯收入达到了11622元。

“户养10箱蜂，脱贫很轻松。户
种10亩桑，稳步奔小康。”2018年以
来，焦村镇党委、政府按照“南桑北
蜂”的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确立了

“产业兴镇、整体脱贫、跳出扶贫抓产
业”的发展思路，通过党带群、强带
弱、富带贫，抱团脱贫等形式，推动扶
贫产业发展。同时通过金融贷款支
持、带贫主体奖补扶持等措施，引导

“龙头”企业、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
助推“南桑北蜂”富民规划实施。

该镇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公
司）+基地+专业大户+贫困户务工”
模式，成立了焦村众城蚕业合作社、
焦村富瑞蚕业有限公司，发展蚕桑种
植专业户89户，其中有22户贫困户，

每户承包桑园不低于10亩。该镇还
设立了产业扶贫基金，由镇政府、合
作社（公司）、种养大户、社会爱心人
士注入资金，用于贫困户自主创业及
兜底户产业分红，防止脱贫户返贫。

大峪、寄料、蟒川、夏店、陵头等
乡镇荒山坡地多。在扶贫产业发展
中，这些山区乡镇因地制宜，将植树
造林与荒山绿化紧密结合，大力发展
优质大红袍花椒树种植。以大峪镇
为例，全域种植花椒15000亩，其中8
个贫困村村集体经济种植花椒947
亩，1026户贫困户种植花椒4360亩，
实现了“村村有林、户户有果”。

于文学是米庙镇于窑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3月30日，记者前往于文
学家采访时，他的妻子王环正在给兔
子喂白菜叶。

2019年，于窑村依托村集体经济
与汝州市金顺养殖有限公司合作，以

“龙头企业+保底价收购+全程服务+
贫困户”“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项
目+租赁收益”的模式，发展肉兔养殖
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促进村集体
经济增收。同年9月，米庙镇政府出
资为于窑村29户有养殖肉兔意愿的
贫困户，按照每户一组5公1母的标
准免费发放种兔。于文学是肉兔养
殖项目的受益者，领了一组种兔回
家。

金顺养殖负责人许帅平说，公司
已带动全市150余户贫困户养殖肉
兔，其中米庙镇有120户。每户养殖
一组种兔，户均年增收约4000元。

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以来，汝州市
通过项目投入、产业奖补、金融扶贫、
技术指导等措施，支持贫困村因地制
宜发展扶贫产业。截至目前，该市63
个贫困村，有17个建设了扶贫车间，
新发展集体经济项目74个，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
了经济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破解
“一方水土不养一方人”的尴尬局面，
“十三五”以来，汝州市科学谋划了1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目前，该市
204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8112人，均
顺利搬迁入住。

易地扶贫搬迁是否成功，不仅要
看房子有没有盖起来，贫困户有没有
搬进去，更要看搬迁村民的“钱袋子”
有没有鼓起来。

焦村镇槐树村是汝州市2016年
度首批8个整村易地扶贫搬迁试点之
一。2018年3月，分布在8条山沟里
的贫困村民陆续乔迁槐树新村。新
村配套建设了党群服务中心、卫生
室、文化活动室、党建文化广场、文化
大舞台，月季迷宫，以及爱心美德公
益超市，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贫困群
众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也是生产生
活方式的重建和社会关系的重塑。”
汝州市委办公室派驻槐树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樊和平说，槐树村全境有汝
登高速横穿，村里抓住生态廊道建设
有利时机，争取到了国家储备林项
目，流转600余亩土地种植经济林和
生态林，贫困户不用种地，每亩地每
年还有800元的流转金收入。村里种
植大樱桃200亩、10000余棵，挂果后
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除了大樱桃种植，槐树村还投资
426万元建设了600千伏安光伏发电
项目，为每个贫困户年增收3000元，
村集体经济增加50000元；投资50万
元建设的7座桑枝食用菌大棚为村集
体年增收40000元；投资50万元建设
的圆梦养蜂场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
收40000元。槐树村年集体经济收
入，从0陡涨到现在的13万元。

槐树村还建起了召军鞋帮加工
就业扶贫基地。樊和平说，2019年，
在基地长期务工的15名贫困群众人
均工资11393元。村里还为36名贫
困群众安排了护林员、环境整治协管
员、夜间巡逻员等公益性岗位，让贫
困群众搬迁后有事做、生活好。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好转后，村里抓住贫困
劳动力复工前的有限时间，临时招募
贫困户23人参加砌渠、拉土等重体力
劳动，共发放工资36000元，最大限
度化解了疫情对贫困群众生活的影
响。

如今，槐树村已成为汝州市易地
扶贫搬迁的典型、脱贫攻坚红旗村、
全国扶贫旅游重点村和美好移民
村。2016年底，槐树村在全市率先退
出贫困村序列，2019年底贫困发生率
降至0。

脱贫攻坚看汝州，乘风破浪正当
时。汝州，已蹄疾步稳地走上新时代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征途。

李青建（右一）和毛振江走访李连京 槐树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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