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新乡市记者站、新乡市教育局、新乡市

民政局、新乡市慈善总会、河南多吉多利爱心助学基金会联合主办

的“爱洒寒门·希望圆梦”公益助学活动正式启动。希望广大读者

和网友把您看到的、知道的,身边即将参加高考的寒门学子信息告

诉我们，同时也传递给网友，大家一起来帮助他们。我们相信，帮

他们一把，他们就能渡过难关！

受助学生的条件:新乡各县（市、区）困难家庭中品学兼优、考

入高等院校的应届全日制二类本科以上大一新生，优先考虑农民

工子女、孤儿、单亲家庭或因病因灾致贫的困难家庭子女。

同时欢迎各有关部门、团体和社会各界向我们推荐受助人

选。新乡市慈善总会将通过专项爱心助学基金给予救助。

本报将开辟专栏“寻找寒门学子”，报道受助学生的励志故事。

亲爱的你

如果,你即将面临高考

如果,你勤奋好学,积极乐观,对未来有理想有梦想

然而

现在却可能随时面临失学的困扰

或者担忧考上后拿不起学费、生活费

从即日起，请联系我们

我们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你的梦想添一份力量

我们欢迎自荐，你也可以推荐你身边的人

随时拨打新乡市慈善总会

多吉多利爱心助学基金热线

电话：0373—3696812 0373-5893377

活动详情：请扫描图中二维码，或直接添加

河南日报新乡站微信公众号： hnrbxxz

在哪里?
寻找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

你

新乡市“爱洒寒门·希望圆梦”
公益助学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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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移民收入全省最高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王永乐

非自愿性移民搬迁，一直是世界工
程建设中的一大难题。特别是像南水北
调这样的特大工程，移民如何“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真正实现安居
乐业，更是难上加难！

“我只负责移民工作 12字方针中的
前3个字‘搬得出’，后面9个字都是你老
兄的事，一出唐王桥我就不管了。”2011
年6月，当时的淅川县仓房镇党委书记黄
长林曾这样给当时的辉县市常村镇党委
书记董金虎开玩笑。

新乡是丹江口库区移民离淅川老家
最远的安置区，因为最远，新乡曾经是全
省的牵挂。然而4年后，全省移民人均收
入最高村、移民集体收入最高村，都出在
新乡，且都在辉县，都在常村镇！

全省两个“最高”的背后，有多少鲜
为人知的故事？

● 2014 年 ，
新乡市 22 个
丹江口库区移
民村集体平均
收入达 15 万多
元，超过当地农村

集体收入平均水平

●移民人均纯收入达
9500余元，其中有半数

移 民 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11000元以上，与搬迁前移

民人均纯收入 3300 多元相
比，增长了2倍

●辉县市常村镇侯家坡村多业并举，
去年集体收入已超200万元，成为全省移

民村中集体收入最高的村

●仓房村人均纯收入22000元，是全省移民村中人
均收入最高的村

相关数字

“
移民的最大感受是“挣

钱门路比原来多多了”

4 年前，当 43 岁的南阳淅川农民黄
国庆听到自己要搬迁到离家 600公里远
的新乡辉县时，他是一万个不情愿。

“本来住的就是偏远山村，移民也
分到最远的地方，政府这是不想管俺们
了。”黄国庆心想。

而 4 年后的 3 月 13 日下午，正在帮
张村乡平岭村村民指导香菇种植的黄国
庆说，想想自家承包棚里一排排袋栽香
菇，每年收入十几万元，移民让他的生活
越来越好，真有些乐不思蜀了。

黄国庆原来住在淅川县仓房镇，他
基本靠打鱼和种香菇为生。2011年6月
移民到辉县市常村镇仓房村后，鱼打不
成了，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黄国庆便在
孟庄镇米多奇食品厂打工，每月工资
3000多元。由于工作踏实，厂长承诺年
后让他当车间主任，工资也将涨到 4000
多元。

可就在这时，村里传来了消息：市
移民办帮村里建起了 16座香菇大棚，免
费供移民使用，村里却没有人敢带头种
植。黄国庆听说后，就辞了工作回村准
备当这个“领头羊”。

虽然有十几年的种植经验，但老黄
对于销售心里却没底。村干部就带着他
一起到县城熟悉香菇市场，经常半夜三
点钟就起床出门，一看就是一天，跟香菇
小贩一来二去聊的多了，很快就商定了
收购价钱。

大棚建起来了，固定摊贩也找着
了，黄国庆卷起袖子就开始干了。可就
在这时，难题来了：“在老家遍地都是的
培养菌种的木屑，这里根本买不到。”时
任辉县市移民办主任、常村镇镇长赟荣
芹了解情况后，四处联系木屑，终于从西
峡县买来了木屑。

木屑问题解决了，香菇丰收了，不
料 2012 年 10 月遇上了阴雨天，香菇死
活卖不出去。镇里的干部知道后，就带
着村干部连夜赶到郑州，跑了一天终于
在郑州万邦国际市场达成了收购协议，
没让香菇烂在棚里。

“第一年一个棚收入 5万元左右，有
人说是幸运，我心里最清楚，若是没有当
地政府和干部的处处帮扶，我们哪有今
天！”黄国庆激动地说。

黄国庆感叹，到辉县之后他最大的
感受就是挣钱门路比原来多多了——
由于受地理位置影响，原来种的香菇卖
出同样的价格，运费却高得吓人，算来算
去，每年净利润也只刚过万元。移民来
到这之后，因为村子紧邻辉县市、新乡市
区，香菇的销量、价格自然就不必担心，
年均一个棚纯利润就有四五万元。

“仓房香菇”已经远近闻名。黄国
庆说，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技术义务帮助
邻近的村种植香菇。

据移民村上报统计，辉县市常村镇
侯家坡村多业并举，去年集体收入已超
200 万元，成为全省移民村中集体收入
最高的村；仓房村人均纯收入 22000元，
是全省移民村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村。

副镇长为啥被当成“酒鬼”
3 月 10 日，记者要求新乡市移民办

主任郭树东推荐一名南水北调移民工作
做得好的干部代表，郭主任不假思索地
说：“南有徐虎，北有董金虎。”原常村镇
党委书记董金虎的事迹很典型。

可是，当记者找到已经调到辉县市
政府工作的董金虎时，他却连连摆手：“不

要采访我！很多镇村干部都比我辛苦！”
其中，镇干部被移民当成“酒鬼”的

故事流传甚广。
2011年 6月 27日，对于淅川县仓房

镇的移民群众来说注定是永不会忘的一
天，他们将举家迁往移民安置点辉县市
常村镇。而恰恰这一天也是移民干部常
村镇副镇长陈献忠最“委屈”的一天。

“那天我去接移民，他们看到我满
脸通红，误以为我喝了酒，觉得我这样的
干部作风肯定有问题，进而推论辉县的
干部是不是都是酒鬼，这要是迁过去往
后还有好日子过？死活不愿意搬迁，后
来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才相信。”每每提起
这事儿，陈献忠都哭笑不得。

原来，为了按期保质给移民建新
居，连续几个月，陈献忠与大批移民干部
凌晨在家人的熟睡中轻轻离去，深夜在
家人的熟睡中悄悄归来，其间的十几个
小时，不是扑在移民安置工地上，就是奔
波在为移民村建设解决各种问题的路
上。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陈献忠们个
个变成了又黑又红的“关公脸”。

“不仅稳得住移民的人，
还要暖得住移民的心”

“要是没有移民干部辛勤付出，我
们哪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过上这样好

的日子呀！”侯家坡村移民徐从英对记者
说，他们老家的村子地处偏僻，每天只有
两趟班车来回，要去隔壁乡镇都十分不
方便。搬到这里后，出门 200 米就是县
道，招个手就有车坐，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县城，很是方便。

现任辉县市拍石头乡党委书记、原
辉县市移民办主任赟荣芹说，移民干部

“5+2”、“白加黑”连轴转是常态，受点“委
屈”也是常事儿。移民工作之所以被称
作“天下第一难”，最难的是做移民的思
想工作。

她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搬迁前，辉县的干部去淅川县沟通

搬迁协议签订情况，当地的干部说其中
一户移民任凭干部说破嘴、跑断腿，就是
不同意搬迁。每次移民干部上门，他能
躲就躲，能拖就拖。了解情况后，辉县干
部随之一起上门：

“是不是有啥困难？”
“我家里还有10多亩麦子没收。”
干部就找了两个人，帮他把地里的

麦子割了。
“我家里还有两头猪没卖。”
干部就自掏腰包，买下两头猪。

“我家里还有两万斤柴，烧不完。”
干部就找好销路，雇人雇车将柴拉

走。
最后，这户移民深受感动，主动签

了搬迁协议。
74 岁的沿江村移民吴德功清楚记

得，他们第一次来到现在的家，看到新居
已经铺过地砖、刷过墙，进行过简单的装
修。每个厨房配了电磁炉，可以马上做
饭，但第一顿饭不用他们动手，政府已经
组织当地群众给每家每户都做好了饭。

由于搬迁后第一年来新村探亲的
亲戚比较多，移民村里的招待费用开支
比较大，财政审计比较难通过，镇里考虑
到这一情况，为每个村专门拨付了两万
元的招待费。

正是这一件件“小事”，赢得了移
民群众的心。“一开始都害怕到了新地
方遭排斥，想不到干部们为我们考虑
得这么周到，现在我们感觉我们就是
辉县人，就是常村镇人。”仓房村会计
黄敬敏对记者说。

环境优美的逢春社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