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城区晶金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把人工养殖的灵芝制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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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山城区现辖 1个镇和 7个街道
办事处，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70 户、
4509人，通过历年转移就业、产业带动等
措施，共计实现 516户、1928 人脱贫。目
前，还有贫困户855户，2614人。其中，山
城区贫困人口全部集中在石林镇，共涉及
38个行政村。

近年来，山城区按照“政府引导、项目
投资、产业富民”的工作思路，坚持把产业
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变“输血”扶贫
为“造血”扶贫，不断发展壮大当地扶贫主
导产业。通过龙头企业结对帮扶、大力发
展农业合作社、文化旅游带动以及在贫困
村附近建立“卫星工厂”等一系列措施，走
出了一条山城产业扶贫的特色之路。

特色产业一对一帮扶

7月 13日，山城区石林镇新中源陶瓷
有限公司产品展厅中，各式各样、美轮美奂
的大理石板材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些大
理石板材质优价美，畅销国内外。而鲜为
人知的是，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上，有五分之
一的工人是周边村镇的贫困人口。

石林镇党委书记郭学光告诉记者，前
些年，山城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陶
瓷企业落户石林镇，如今已经形成了远近
知名的陶瓷产业园，产业园中有陶瓷企业
13家，生产线 30余条，每年可以吸纳就业
人口1万余人。同时，石林镇辖区内还有矿
用设备配套企业16家，可吸纳就业2000余
人。“通过和这些企业积极对接，我们建立
了扶贫就业技能培训岗位基地6个，签订合
作用工协议企业19家，对于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通过到企业打工、参加技术培
训等形式，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与贫困户增
收脱贫互利双赢，目前已帮助 500余名贫
困户就业增收。”郭学光说。

在山城区，通过企业结对帮扶，使农民
变工人的做法，是一大特色。山城区委书
记常玉轩告诉记者，区内 38家龙头企业，
如柳江集团、新中源陶瓷等，每个企业对口
联系一个贫困村，在解决贫困人口就业的
同时，还为村子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受到
不少群众的交口称赞。

合作社让农民有了新去处

“我在这里一天能拿 100块钱呢！”在
山城区晶金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打工的
张根纯告诉记者，合作社安排贫困人口来
基地就业，与贫困户签订劳务合同，根据劳
动能力来确定不同的工资待遇。据了解，
该合作社发展温室种植面积 120亩，种植
香菇、灵芝、天麻等9大类 20余个品种，通
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吸收
贫困户就业65人，并示范带动周边村农户
发展特色种植，效果显著。

该区区长白树民介绍说，山城区以市
场为导向，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特色
种植项目建设，创建扶贫产业基地，突出

“果、牧、蔬、菌”四大特色产业，以合作帮扶
模式增收，以保险扶贫模式保护等探索创
新扶贫政策，构建了“合作社+贫困户+基
地”的经营机制，均衡了各环节利益分配。

据不完全统计，山城区旭鸿果木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吸纳农户加入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 17户就业；宏民林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公司+农户”模式，帮
扶贫困户55户 160人实现了就业增收；蚂
蚁山特色种植项目流转土地1500余亩，种
植薄皮核桃、无籽石榴等高效作物，发展休
闲农业，带动辐射周边耿寺、柏落、柳涧等

村 59户贫困户加入，增加农民收入；正合
林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基地项目集生态
采摘、餐饮休闲为一体，形成了观光、饮食、
采摘、销售一体化的产业扶贫模式，吸纳周
边村贫困人口26人就业。到目前，全镇已
打造扶贫产业基地6个，吸纳贫困人口237
户，带动700余人增收脱贫。

文化旅游拓宽了增收渠道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7月 13 日下
午，在山城区鹤鸣湖畔，万亩水面鳞光闪
闪。湖中间，欢笑声、嬉戏声不绝于耳；近
两年来，随着汤河水质的大幅度改善，慕名
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鹤鸣湖上也开展了

潜水、皮划艇、摩托艇等一系列水上运动项
目。不仅如此，文化旅游使周边的不少农
户尝到了甜头，纷纷开起了农家乐。

距鹤鸣湖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石林会
议旧址。1947年 6月 10日，刘邓大军在山
城区石林镇石林村法隆寺召开各纵队首长
会议，总结豫北战役战况，传达党中央、毛
主席关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重大战
略部署，研究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
进大别山的进军方案，石林由此成为我党
我军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策源地和发
祥地。今年恰逢石林会议70周年，山城区
由此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不失时机
地推介山城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吸引了众
多学者、将帅后代及媒体的目光。

常玉轩告诉记者，在文化旅游带动脱
贫致富方面，山城区以红色旅游为引领，依
托“鹤鸣湖”生态资源、“小木屋”影视基地，
以水上游乐为重点打造了鹤鸣湖生态旅
游、休闲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并在此基础
上，以郑沟、西酒寺、店庄等贫困村为核心
创建鹤鸣湖扶贫产业园。同时，以“石林会
议旧址”被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
契机，围绕国家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以及
中石林、卜家沟村等传统古村落，将“石林
会议旧址”红色旅游、“鹤鸣湖”休闲旅游、
传统古村落乡村旅游、特色种植业农业观
光和生态采摘游作为持续提高村民收入的
载体，强化全域旅游观念，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通过旅游业带动农村闲散劳动力特别
是贫困人口发展农家乐、特色农产品销售
等三产服务业，增加创收渠道。

“卫星工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虽然腿脚有些不方便，但靠着双手，
我还能发挥我的作用，每月有2000元左右
的收入。”在石林镇郑沟村“巧媳妇”示范基
地——鹤壁万山鹤鸣湖制衣厂，女工郑爱
岑一脸幸福地告诉记者，郑爱岑在一次车
祸中右腿受伤，走起路来有些艰难，但制衣
厂的这份工作让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郭学光介绍说，服装服饰加工企业作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适合发展产业化
扶贫的行业，让贫困人口不出家门就可以
实现就业。这家“卫星工厂”占地15亩，建
筑面积1185平方米，拥有4条全自动、智能
化产线，用工规模200人，项目从选址到建
厂再到投产，70天就让工人进厂上了班，创
造了远近知名的“山城速度”。

“在这里工作的人，60%是贫困人口，大
家刚开始一天能制成80件左右的服装，但
熟练之后，数量将会翻番。我们用不到20
天的时间将农民培养成了技术工人，既解决
了贫困人口的收入问题，也发展了自己的产
业。”该公司一名负责同志说。

目前，这家制衣厂已安排了140余名周
边贫困人口就业。郭学光告诉记者，针对石
林镇贫困人口分布，他们还将在该镇东寺望
台、耿寺、时丰等村建设“卫星工厂”，为贫困
户增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6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吴晨玮
本报通讯员 邓瑞琨

烈日炎炎，蝉声高唱。7月15
日中午，在中国传统古村落——
鹤山区王家辿的一家农户里，传
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人称“辿里
一枝花”的村民李明荣乐呵呵地
对记者讲起了以前卖香椿的故
事：“香椿是王家辿的特产，香、
嫩！以前村里没啥人来，要想把
香椿叶卖出去，我就得凌晨两点
起来采摘，然后赶着毛驴到城里
去，回到家里都是后半夜了，可也
赚不了多少钱。现在王家辿出名
了，来旅游的人天天爆满，别说香
椿不够卖，核桃、小米也经常被一
抢而光，并且还不用出远门了。”

鹤山区委书记李海章介绍
说，鹤山区有省定贫困村 13个，
这些村多为交通较为闭塞、经济
落后的山区村落，但这些村大多
又是原始风貌保存较为完好的
传统村落，山水风光与太行特色
民居相得益彰，散发着淡淡的乡
愁。近年来，鹤山区坚持惠民导
向，以贫困群众能共享旅游资源
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红利为基
本原则，把以中国传统村落王家
辿为代表的“北斗七星”传统村
落乡村旅游作为助推脱贫攻坚
的重要途径，为贫困人口就业、
创业提供平台，在带动当地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方面走出了一条
新的道路，成为全区产业扶贫的
重要支撑。

连片开发“北斗七星”绽异彩

“区里搭建旅游平台、整修道路之后，村里来了很多
人。在这之前，我们这里真正属于穷乡僻壤，年轻人外出
打工，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现在，王家辿出名了，游客也
多了，不少年轻人开始回村创业，我就是其中一个！”王家
辿村的红玉农家乐老板一脸幸福地说。

去年年初，鹤山区结合当地资源特点，提出了“北斗七
星”传统村落群的旅游概念，建设了“东齐村洪福齐天”“王
家辿辿里人家”“西顶村西顶小镇”“张家沟避暑胜地”“黄
庙沟森林部落”“施家沟李家大院”“狐尾沟休闲农庄”七个
基地，形成了民俗旅游、休闲旅游、文化旅游、农业旅游、红
色旅游等竞相发展的势头。其中，王家辿被评为“中国传
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而
西顶、黄庙沟等5个村被列入全市“美丽乡村示范带”。

鹤山区区长王强告诉记者，目前，整个鹤山区已经引进
乡村旅游开发企业8家，培育乡村旅游模范村5个，发展生
态农业公司和农家乐30余家，形成了“美丽乡村+生态旅
游+农家乐+务工”的模式，连片开发“北斗七星”传统村落
群，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不少村民脱贫致富。例如，投
资300万元的狐尾沟村佛头山农庄项目，共流转承包村内荒
山土地5000多亩，建设养殖、种植、旅游接待于一体的旅游
山庄，饲养土鸡、黑猪、黑山羊、孔雀、鸵鸟等，开发采摘果园
100亩；投资1.5亿元的西杨邑村古村落保护开发项目，规划
占地500余亩，配套建设了商业街、餐饮酒店、停车场等设
施，将来能够带动周边几百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因地制宜 旅游项目“一村一品”

7 月的凤凰岭，满山苍翠，薄雾氤氲，一个小小的村
落——西顶村，静静地飞落在凤凰背上。村子里，一抬
脚，便是弯曲幽深的石巷，一枝枝百日菊从葱翠的碧草
中探出头来，盈盈地笑着。

在鹤山区，诸如西顶村这样的古村落还有不少。为确
保旅游产业发展效果，鹤山区根据各村落的特色实施一村
一品开发，带动群众就业脱贫，如骑驴坐驴车、篝火烧烤、
农村集市购物、锣鼓秧歌迎亲等；同时又开发了乡村高粱
酒、莲儿大娘羊馍馍、纯红薯粉条、半手工鞋垫等多个特色
旅游商品。通过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动，鹤山区西部山区热
闹起来了：姬家山乡“农家乐”发展到30家，客栈5家，20户
驴农在开展旅游活动时提供骑驴、坐驴车服务，石碾碾米、
石磨磨面、石臼捣米参观体验，每次旅游活动、节庆日进行
表演和现场售卖，人日均收入超过百元。施家沟村民推出
的民间社火表演互动体验项目、王家辿村民推出锣鼓秧歌
迎接互动项目，参与该项服务的贫困人口近50人。

加大基建 政策引导惠民生

“今年五一期间，每天来景区的游客量都在5000人以
上，依托五岩山丰厚的医药文化，我们还将打造一个健康
休闲旅游示范基地。”7月15日，五岩山景区的一名负责同
志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鹤山区统筹整合扶贫、交通、旅游、农业、水利
等多个相关部门整村推进美丽乡村带建设、传统村落保护、
旅游发展奖补等惠农项目资金6000多万元，重点加强乡村
旅游扶贫村和特色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鹤山区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引导旅游企业、农业庄园和个体
经营户，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就近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组
织引导贫困户参与种植、养殖业发展，与贫困村、贫困户建立
旅游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探索旅游区带村、旅游企业带贫困
户的旅游扶贫新模式。其中，五岩山旅游区已与施家沟等3
个贫困村签订协议，结成帮扶对子，免费为贫困村制定旅游
扶贫发展规划；各旅游山庄通过开展务工、旅游服务等方式
带动不少于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特别是随着五岩山被评为4A级景区，鹤山区旅游发
展将迎来新的热潮，以‘北斗七星’传统古村落和美丽乡村
示范带为依托的‘众星拱月’发展格局，旅游扶贫的效果和
影响必将进一步显现。”该区委宣传部部长赵小玲说。6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祁凯燕
本报通讯员 邓瑞琨

6月的一天，雨下得正大，她正在贫困
户家中走访，电话突然响起。

“妈妈，我没有带伞，你可以来接我
吗？”

她有些奇怪，“今天上学的时候我把伞
放在你的背包里了啊。”

短暂的沉默后，电话那头怯生生地嗫
嚅道：“呃……可是……妈妈我好想你，我
已经好久都没有见你了，我想让你早点回
家。”

电话这头，她瞬间红了眼眶。
她，就是鹤壁市淇滨区园林局副局长

孙小花，任该区大河涧乡牛横岭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两个多月以来，她带领着 30多
位驻村队员，平均每天工作13个小时。“早
上出门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没醒，夜里回到
家孩子又睡了，一整天都和孩子说不上几
句话。”谈到女儿，孙小花满眼柔情与牵挂。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我们刚来驻村扶贫入户走访时，有个
别贫困户认为扶贫就是直接给钱。听我们

讲解清楚政策之后，大家的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现在都在努力求发展。”7月13日，孙
小花告诉记者，看到贫困户们纷纷行动起
来，配合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方式脱贫，大
家都很欣慰。

孙小花认为，经济补给只能解决贫困
户一时之需，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
怕。只有政府提供条件、路子，贫困户积极
参与、配合，才是长久脱贫之计。

牛横岭村通过精准识别后，有贫困户
120户395人，致贫原因各不同。个别贫困
户缺少脱贫致富的志气，“人穷志短”成为
贫困户奔向小康路上的“拦路虎”。针对这
一实际情况，孙小花经常前往贫困户家中
讲党的惠民政策，讲村里率先通过劳动已
经脱贫的真实事迹，以灌输勤劳致富光荣
的思想。从而做到从精神上帮助贫困村民
树立脱贫信心、坚定致富决心。

一定把政策送到最后一公里

自驻村工作队入驻之初，孙小花便告
诉每一位队员：“来这里我们就得干真事。
真，就是要有真情、了解真情况、拿出真办
法、收到真正的脱贫效果，而不是走马观
花，搞‘盆景工程’。”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每天一大早，孙小花就赶去和村干部交
流，了解牛横岭村贫困户的总体情况；然后
走进田间地头，与贫困户聊天、唠家常，了
解贫困户的家庭生活状况、致贫原因。

7月12日下午，记者随孙小花穿过牛
横岭村的乡间小道，来到贫困户李爱明家
中。一看到孙小花进院，李爱明赶紧上前
诉苦：“你们送来的鸡俺养得可用心啦，但
是昨天半夜又有黄鼠狼钻进去偷吃鸡仔。
早上一数少了一只鸡，心疼死俺了！”孙小
花一边安慰李爱明，一边安排着身边的工
作人员记下情况，想办法赶紧帮李爱明购
买鸡笼。

谈话间，记者了解到李爱明已经 76
岁，儿子和孙子都是残疾人，一家人没有劳
动力。驻村工作队在7月初联系到一家爱
心企业，免费捐赠100只4月龄的鸡供李爱
明家养殖。“鸡蛋、肉鸡到时候都有人上门
收购，这也算给她们找了条自力更生的门
路。”孙小花告诉记者，在牛横岭村像李爱
明一样免费获赠鸡仔的贫困户还有 10多
家，考虑到这些贫困户情况特殊，不便就
业，大家找出这样一种方法助力脱贫。

在扶贫工作中，孙小花将自身定位摆
在“政策宣讲员”“协调员”的位置，她认为
只有切实做到将政策送到最后一公里，实

实在在联系各相关部门为贫困户解决问
题，才能稳步脱贫。

要靠自己的劳动和技能脱贫

牛横岭村位于大河涧乡政府南4公里，
面积5900亩，耕地面积仅占606亩。谈及
贫困户致贫原因，孙小花等人认为：村里劳
动力缺乏技术；农业基本靠天吃饭；村里留
下的基本都是些老弱病残；缺少具有代表
性的特色项目。

经过和上级部门沟通，并对大河涧乡
实地考察后，孙小花结合园林局的工作特
点和职业特长，决定引进企业发展乡村采
摘、旅游业。随后，驻村工作队引入一家知
名企业，建立了樱桃、草莓等有机采摘园，
营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交易市场，助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入股分红、
技术培训、经济带动等形式，使贫困户通过
自己的劳动和技能实现真正的脱贫。

对于村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孙小
花的心里也早有了计划：“我们打算帮他们
进行技术培训，看看他们愿意学什么，我们
再联系学校帮他们进行统一培训。只有学
到一门挣钱手艺，才能真正脱贫，才能实实
在在地致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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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花儿”也铿锵
——记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牛横岭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孙小花

产业来带头 脱贫有奔头
——鹤壁市山城区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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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鹤鸣湖制衣厂从选址到投产，仅用70天时间创造了远近知名的“山城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