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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稳岗 人定胜天

2020年 1月23日，周口市第一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发生在商水县邓城
镇林村，周口市第一个因疫情封村的命
令在林村传达，成为周口市第一个村级
党员干部率先设卡值班县。

疫情就是命令，当晚，全县23个乡
镇传达“八个一律”的工作要求。全县
基层党组织以支部为战斗单元，划分为
若干网格，在乡镇农村，1720名乡镇党
员干部、3518名农村党员干部、6500多
名普通党员奋战在全县疫情防控的主
战场上；在中心城区，1925名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下沉到254个“卡点”，与720
名街道社区干部、760名基层普通党员
齐上阵同战斗，在第一线做宣传、守卡
点，构筑起“街道—社区—物业—机关
单位”四级防控的“战疫”防线，形成了
全员参与的群防群控工作格局。

形势逐渐好转，全县4名确诊病人、
4名疑似病例相继解除观察。随后，周
口市第一场支持复工复产的“春风送真
情，就业暖民心”帮扶企业招聘会，就选
择在商水召开。而作为东道主的商水
县，更是多措并举采取线上招聘和分散
实地招聘的两种方式，给企业送去暖暖

“春意”。
截至3月底，全县121个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已复工102家，复工率达84.3%。
5 个省重点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达
100%。25个市重点项目，已复工21个，
复工率达84%。统一包车对外输出农民
工15万人。全县新增就业岗位7200多
个，带动贫困户5600多户；支持企业资
金9000万元，今年以来共分红320万元，
户均1600元。

巧妇能为 硬核巾帼

脱贫攻坚显身手，妇女也顶半边天。
商水县立足县情优势，围绕保脱贫、

强产业、补短板、聚焦贫困人口增收，突
出主体培育、产销对接、科技服务、人才
培养等关键环节，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通过八大产业模式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尤其是，该
县以“巧媳妇”工程为引领，让不同年龄、
不同技能、不同身体状况的留守妇女都
能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务工增收和照料
家务“两不误、两促进”的目的。

目前，全县已形成服装服饰、渔网编
织、无纺布制品三大主导产业，巧媳妇工
程示范基地、企业、加工点635家，实现了
全县所有行政村“巧媳妇”工程全覆盖，
从业人数12万人，人均增收1.8万元以
上，就业人员年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年
创产值50亿元以上，带动2万多名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
商水县的阿尔本制衣有限公司就是

其中一个龙头企业，像大家所熟悉的优
衣库、欧时力、拉夏贝尔、歌莉娅等品牌，
都是阿尔本的长期合作伙伴。脱贫攻坚
开始以来，阿尔本公司通过“免费培训+
就业”“入股合作分红”“企业+工作站”等
帮扶模式，积极吸纳贫困户，公司现有员
工3300人，累计带贫1100人，合作帮扶
1565户。

在“巧媳妇”工程的带动下，群众开
始把自己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务工
挣钱上，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兼顾家务，
成为亦工亦农亦家的新农民，农村“三留
守”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群众的腰
包鼓了，心气顺了，邻里关系、干群关系
得到了很大改善，幸福指数也大大提升，
商水“巧媳妇”由昔日的“留守妇女”转身
成为“硬核巾帼”。

绣织希望 网住幸福

一张渔网奔小康，这是商水县很多
贫困家庭的真实写照。

商水县遍地开花的“渔网编织业”，
是该县分布最广、从业人员最多的扶贫

“兜底产业”。
渔网编织业技术要求低，生产设备

简单，房前屋后就是车间，不受时令限
制，不分男女老少，稍具劳动能力的人都
可以操作，非常适合条件较差的贫困人
口就业，具有天然的产业兜底扶贫优势。

于是，商水县将渔网编织产业拓展

到全县136个贫困村，把培训教室、工厂
车间搬到田间地头，对全县2670名有劳
动能力没有就业渠道的贫困户进行渔网
技能培训，发放渔网编织操作台（渔网编
织的设备），探索出“公司+分厂+联系
点+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把众多的农
家小院变成了渔网“加工点”，众多贫困
户变成了产业工人，实现未就业贫困劳
动力渔网产业全覆盖，确保贫困群众有
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擦亮了县域扶贫
产业品牌。

尤其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渔
网编织大都是分散生产，所以，最先实现
了复工复产。从最初的来料加工到现在
的全产业链生产，从只有十几个人的手
工小作坊到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加工
站点的产业扶贫基地，商水县渔网编织业
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现拥有
加工企业336家，从业人员达7万人之多，
其中贫困户2.12万人，户均增收1.4万元，
年产渔网1亿条，年产值25亿元，占领着
全国淡水渔网市场的70%以上，实现了全
县2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全覆盖，产品远
销国内10多个省市和马来西亚、俄罗斯
等8个国家。仅龙巢网业一家企业就带
动近万人就业，带贫近千人。

如平店乡大朱庄村贫困户朱冬梅，
因公公患肺癌返贫，为照顾老人和孩子，
朱冬梅不再外出打工，加入编织渔网的
大军，每月能赚1000元至2000元，很快
就实现了脱贫；练集镇河沿村村民苑世
美，95岁高龄，五代同堂，从事渔网编织，
一个月也能挣个七八百块钱，收入不高，

但老人却精神矍铄，中央电视台还采访
过她，现在身体还很硬朗，因为她觉得自
己虽然已经95岁了，非但没有成为子女
的负担，还找到了从未有过的人生价值
体现；城关乡瓦房庄村村民王群，丈夫去
世，儿子上学，因长期有病不能外出，通
过巧媳妇工程在家编织渔网，每天可收
入45元，年收入1万多元；邓城镇大陈村
村民郝长红，身体残疾，行动不便，驻村
干部就帮助他设计了一套装有滑轮的渔
网编织工具从事渔网编织，年收入近万
元。

目前，商水县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中
国生态渔网之乡”。

真情扶贫 感动乡亲

在商水县众多扶贫书记的队伍中，
有这样一个人值得一提。

他叫张麒麟，1975年出生，2010年
入党，是一名重情重义的70后党员，妻子
在鹿邑县上班，两个孩子在郸城县上学，
一家四口分居三地。2017年5月，张麒
麟被组织选派到谭庄镇三李行政村担任
驻村工作队长兼第一书记。

驻村3年多来，他把贫困户当做自己
的兄弟、父母，帮助曾将他拒之门外的贫
困户李春林落实各项扶贫政策、申请扶
贫小额贷款5万元和电商扶贫项目，成为
贫困户的知心人。贫困户李春林逢人就
说：“张书记待我比俺孩子还好、还亲！”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为了引进产
业，使三李村彻底脱贫致富，张麒麟不顾

风霜雨雪，动员三李村在外成功人士返
乡创业，引进袜子产业；不问星光月华，
向镇政府争取两个扶贫车间建设项目，
不怕暴雨倾盆，一次次做村民工作，盘活
三李村废闲地，为袜子企业落地创造条
件。

目前，三李村已经发展袜子生产企
业4家，年产值2000多万元，吸纳劳动力
200余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6人，人均年
工资3万元，仅袜子产业一项就为三李村
群众增加收入达500多万元，三李袜业产
业园还被县委、县政府确定为“2018年全
县重点工程”。

今年4月，张麒麟80多岁的老父亲
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为不耽误扶贫工
作，张麒麟把父亲接到村里，在村室父亲
同吃同住，每天6点就起床做好早餐端到
父亲跟前，待父亲吃过饭，再赶往4公里
外的镇政府集中开会。

张麒麟说：“三年多来的日日夜夜，
遇到过困难，经历过挫折，也收获着幸
福。作为脱贫攻坚战中的一名战斗员，
付出过、奋斗过，无怨无悔，倍感荣幸。”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麒麟只是
商水县1155名驻村干部的一个缩影，还
有为扶贫一推再推婚期不结婚的肖迁、
视残疾贫困户如亲人的黄锦杰，以及坚
守驻村5年、培育炸油条专业村的许村第
一书记康国富等等，正是这千人驻村、万
人帮扶的点点星光，才汇聚了真扶贫、扶
真贫的燎原之势，交出了群众满意的时
代答卷，谱写了百姓生活更加美好的崭
新篇章。

坚韧作翼 志赢远方

勤劳智慧是商水人最鲜明的品质，
在党员干部和脱贫榜样的引领下，广大
贫困群众用志气消除思想上的惰性，用
智慧填补能力上的不足，抖起了脱贫致
富的精气神。5年来，全县共评选出励志
脱贫户3620户。

袁老乡残疾人朱建舟，2014年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身残志坚，在驻
村第一书记的带领与鼓励下，靠一台改
装的电动缝纫机，和一双自强不息的手，
凭自己的勤劳智慧于2018年光荣脱贫，
开启了轮椅上的致富人生。

2014年，朱建舟不慎从工地摔下，造
成一级残疾，34岁的朱建舟一度失去生
活下去的勇气。

县财政局驻村工作队了解到朱建舟
在上职高时学过家电和机械维修技术
后，2016年 8月，在他们的鼓励和帮扶
下，朱建舟尝试开起了家电和电动车修
理铺。

2017年5月，驻村工作队的同志又
给朱建舟介绍了工序简单、不用费力的
加工手提袋的工作。加工手提袋虽然不
累，但需要用脚蹬踏板，这对于双腿残疾
的朱建舟来说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为克
服困难，他尝试改装，经过多次试验，终
于把缝纫机脚踏板改成了手动式控制，
用手操作，大大提高了效率，夫妻二人一
个月又增加了一千元左右的收入，还能
顾家和照顾孩子。朱建舟励志脱贫的事

迹不仅感动了十里八村，更是身体力行
为儿女树立了榜样。

2015年，朱建舟一家四口人均纯收
入只有2315元，但到了2020年，朱建舟
一家人均纯收入达到8290元。2020年
10月商水扶贫表彰大会上，残疾人朱建
舟光荣地戴上了“最美励志脱贫户”大红
花。

谭庄镇湾子村残疾人王志怀，因触
电失去双臂。在驻村工作队员和培训老
师的鼓励下，王志怀积极学习电商知识，
硬是用嘴咬着一根筷子敲击键盘鼠标苦
练计算机操作技能。凭着一根竹筷、一
部电脑、一根网线、一个鼠标，王志怀
2015年一家三口人均收入1万元，2020
年人均收入达到3万元。在他的带动下，
有67个家庭从事电商经营，湾子村也成
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电商村。

青春无悔 抒写担当

肖迁，1988年出生，2011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2012年大学毕业参加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新疆服务三年。
2016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商水
县税务局。3年的援疆经历使他对祖国、
对单位、对家乡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情。
2017年5月，他主动要求做驻村第一书
记。

从到村里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
当成了任庄村的一员。 3年来，他吃住
在村，农闲时挨家拜访，听村民的喜悦和
烦忧；农忙时，和村民一起在大田里挥汗
如雨，一起蹲在地头吃烧饼喝凉水。

他引进玩具和电子元件加工企业，
使就业贫困户人均月收入近3000元；通
过多方考察引进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93亩，带动100多个贫困户
就业。

3年驻村、3年历练，乡村的环境让肖
迁皮肤变得粗糙，却更加成熟稳重，忙碌
的工作让三十而立的他没有时间谈对
象，婚期一再延迟，村里的大婶大伯常替
他着急，“肖书记，俺啥时候能吃上你的
喜糖啊？”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3年来，任
庄村的路通了，灯亮了，产业兴旺了。脚
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在决战脱
贫奔小康的路上，商水像肖迁一样的年
轻驻村帮扶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守初心、
担使命，用奋斗和梦想书写人生道路上
的扶贫篇章，使担当成为青春最靓丽的
底色！

这些故事是5年来扶贫的印证和缩
影，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中，商水
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用真情和汗水书写
的扶贫故事将永远镌刻在商水大地，永
远铭记在商水人民心中！

改造后的南干渠景色秀丽

穷则思变，这是亘
古不变的道理。

早在秦末时期，就
发生过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其
中，农民领袖陈胜那句“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就表达了穷则思变的
思想。陈胜，就是今天的周口市商
水县人。他生长的这片热土秦时
称阳城，宋朝改为商水，距今已有
2200多年的建县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厚重的
商水与时俱进。位于豫东平原的
商水县，有着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平
原地貌，却承担着经济与人口增长
不平衡的压力，被国家划入大别山
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必须全部脱贫。这不
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更
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
承诺，所以必须如期实现。

拔穷根，摘穷帽。百万商水儿
女勠力同心，背水一战，瞄准“两不
愁三保障”目标，紧盯“户脱贫、村
出列、县摘帽”靶心，出台“兴产业、
抓落实、促增收”措施，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决心，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勇
气，用扶贫战役的“大捷”诠释对总
书记的拥护，用脱贫摘帽的“全胜”
践行对党的忠诚。

在这场战役中，勤劳朴实的商
水儿女发扬“责任担当、勤劳智慧、
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奋斗精神，
以大地为卷，以心血为墨，书写着
忠诚与担当，绘就了一幅脱贫与发
展的“商水画卷”。

截至2018年底，全县136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2019年5月省
政府批准商水县脱贫摘帽。全县
建档立卡人口23607户 92878
人全部脱贫，历史性地实现区域性
整体脱贫。

5年来，全县共派出578个驻
村工作队，1155名工作队员，91
家省市县单位开展定点扶贫结对
帮扶，769名科级干部担任挂村帮
扶领导，31000名共产党员全部
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千人驻村、万
人帮扶”活动扎实开展。

画卷的背后，凝聚着广大干部
群众奋斗的汗水。“十三五”以来，
商水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补齐短板，绘就反贫困
斗争伟大决战的新时代画卷。在
这场战役中，百万商水儿女以大地
为卷，以心血为墨，
一个个感人故事，群
像画面展示着忠诚
与担当。

“

”
脱贫后，新建的练集镇闫桥村村室焕然一新 汤庄乡付楼村贫困户张清明家以前的面貌 汤庄乡付楼村贫困户张清明家改造后的面貌 驻村扶贫队员在贫困户家中了解村民的生活情况南干渠正在改造中

众志成城 蝶变出彩

商水：勠力同心绘就“脱贫画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魏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