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从湖北天门引进
稻虾生态种养技术，流转700亩稻田建成了集水稻种植和
小龙虾种养于一体的立体种养基地，帮扶带动当地32户贫
困户，可实现户均年增收2.3万元。图为7月11日，合作
社社员正在稻田捕获小龙虾。 6 谢万柏 摄

稻虾混养助农民增收

近年来，淮滨县大力支持扶贫车间进村庄，目前仅防胡镇
就已建成扶贫工厂2座、扶贫车间9个，带动贫困人口5000
余人就业，实现了贫困户就地脱贫。图为防胡镇蔡坡村村民
正在车间里为电子零件缠绕铜丝。 6 吴锋 杨德政 摄

扶贫车间开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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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影像

7月15日，光山县在司马光广场举行2017年夏季人才
招聘会，吸引了17000余名求职者前来参加，116家招聘单
位共提供服装裁剪、物业管理、物流运输、收银、机修等
6630个岗位，现场有近5000人达成就业协议，很多招聘单
位专门为贫困人口设置了优惠条件。6 谢万柏 摄

光山举办夏季招聘会□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沿 S339线驱车至千斤街道左转过
桥，一条蜿蜒于崇山峻岭间、两旁五色格
桑花簇拥怒放的盘山路，引领着我们一
直来到邵山村。同行的乡干部告诉我
们，为了这条路，65岁的老支书邵其瑞不
知倾注多了多少心血。

叫大山让路

说起邵山村，当地人首先想到的是人
们口口相传的顺口溜：有女莫嫁邵高山，
坡陡路弯出门难。多年以来，这里只有一
条3米多宽，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的土路
连接着外界，一路杂草丛生、坑坑洼洼。

回忆往事，邵其瑞难掩心中苦涩：“多
少前来看家的小姑娘半道扭头就走，村里

多少棒小伙不得不娶个残障媳妇，甚至忍
着白眼倒插门。尽管这样，全村还是有
40多名一辈子没成亲的单身汉。”

“干就要干出个样子，修就要修出一
条致富路。”精准扶贫开始了，村民大会
上，老支书面向全村父老，话语掷地有
声。

精准扶贫，修路先行。为了让邵山
村 149户 470名贫困群众早日脱贫，那
必须叫大山让路。为此老支书反复建
言，不管是乡里还是县里领导来，不管是
到县里还是到乡里开会，老支书张口闭
口都是要修路。

经过多方争取，2016年 10月，6.7公
里的邵山村扶贫公路项目终于获准了。
得知消息那天，老支书激动得热泪盈眶，
满村奔走相告，甚至一连几夜都高兴得
睡不着觉，老伴说他打了“鸡血”。

倾真情化人

修路项目批了，难题也接踵而至。
下拨资金只够路面硬化，路基拓宽改造
需要村里自行解决。如果只是在原路上
简单地修修补补倒是容易，可若是这样，
困扰几代人的出行难问题依然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

“就算拼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这
条路修成村里的致富路。”老支书暗下决
心。

修出一条致富路，对积贫积弱的邵
山村来说，谈何容易！将不足 4米的山
路拓宽到7米，将20余处陡坡缓降、弯道
取直，资金哪儿来？而且路基拓宽要涉
及到 4个村十多处土地协调，工期又只
有短短两个月，咋办？

“路，是人蹚出来的；事，是人干出来
的。只要干，办法总比困难多。”老支书
真的豁出去了，经过商量，他将包括自己
和驻村第一书记在内的“两委”班子6个
人分成资金筹备、土地协调、工程监督3
个组，分头行动、克难攻坚。

资金短缺！他上门请来5家结对帮

扶单位的领导，请他们实地了解邵山的
困境，坦言乡亲们面临的难题，恳求他们
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他挨个给本村在
外成功人士致电，挨家上门劝说先富起
来的村民捐款，并将在村里立碑铭记，以
彰德行，最终很快筹得资金 44万余元，
解决了资金难题。

土地协调困难！他自掏腰包买来酒
菜，将乡亲们请到家里，与被占地户叙亲
情聊乡情，拉着邻村干部一起反复上门
做工作，每天脚不沾地地往邻村跑几户
占地户家跑，一腔真情，感动了乡亲们，
占地补偿由 5万元降到了 1.4万元。他
们说，冲着老支书，少就少了！

工时紧张！他就领着村干部天天待
在工地上，三台挖机、三辆卡车昼夜不
停，开山筑路，一个个拦路山包被削掉
了，一个个山凹被填平了，一处处急弯被
取直了……

2017年元旦，这条集多方力量修筑
的盘山公路终于全线贯通，通路那天，全
村人围着老支书欢呼雀跃。

用生态铺路

路通了，老支书心中紧绷着弦却并
没有放松，他说他还得考虑全村未来的
发展。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利用
良好的自然生态发展乡村旅游是邵山村
群众脱贫的必由之路。“未来两年，我们计
划引入资金，打造‘杨高山—邵山—凌云
寺’生态文化旅游线路，让更多的人到这
里看美景、品美食、觅乡愁，带动更多群
众脱贫。”

如今，村里宽大的停车场、村文化广
场、旅游公厕等旅游基础设施已经建成，
原生态景观仙石沟旅游线路已完成规
划，投资 400余万元的凌云寺重修项目
也已启动……

老支书说，他要用家乡的好山好水，
修筑一条开满鲜花的康庄大道，带着乡
亲们一起致富奔小康！6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
讯员 杨明）“给我来 10斤”“我要 5个
大点的”“这是当地笨瓜，好吃……”暴
雨刚过，7月 9日下午，临近下班时间，
固始县文广新局一楼大厅内热闹异常，
一堆西瓜面前，一位身穿漂亮连衣裙的
年轻女子正忙着称瓜装袋。让人奇怪
的是，不仅没人制止，就连几位局领导
也挤进了买瓜的人群。

记者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卖瓜的是
县博物馆副馆长李京，而这些瓜都是黎
集镇茶棚村贫困户曹付军今年种的。

一个月前，曹付军突发脑溢血被紧
急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正在黎集镇茶
棚村驻队帮扶的扶贫队员李京一直跑
前跑后帮忙办理住院手续、联系专家和
医生，安顿好曹付军后，她又从自己工
资里拿出几百元钱，买了水果、营养品
送给看护他的家属。

住院一周后，曹付军虽然病情稳定
了，但他却表现得异常着急。原来他家
里种的一亩多西瓜成熟了，若不及时摘
了卖掉，就只能烂在地里了。让他没想
到的是，6月23日下午，在他住院期间，
李京已经开着私家车跑了40多公里，
组织茶棚村魏台组的乡亲，将已成熟的
西瓜摘下过完秤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
自己全部买下了。

“小李，你别吃独食了，把那些西瓜
给大家都分点！”局领导听说后，专门打
电话给原本把西瓜拉到市场去卖的李
京，让她在局一楼大厅摆起了地摊，同
事们知道情况后，大家你十斤我二十斤
的，一会儿就将李京拉回来的第一批
600多斤西瓜全部买完了。

半个月过去了，第二批西瓜又熟
了，李京再次开车将西瓜拉回局里，大
伙再次一抢而空。当她拿着两次卖瓜
的1300多元钱，交给躺在病床上的曹
付军时，他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周义传是茶棚村的另外一名贫困
户，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疾，
60多岁了还孤身一人。7月5日，得知
他家种的桃子成熟了急着找销路，李京
在单位微信群里把信息一发布，大伙帮
着很快推销干净。周老汉泪着泪说，如
果没有小李，我这几百斤桃子怕是只能
烂在树上了。

据单位的同事讲，短短20天时间，
李京来回茶棚村十多趟，帮助贫困户解
决急难事情十多件，群众无不夸赞县里
派来了好干部。6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上半年出栏肥猪200头，卖了800头
猪仔，已经挣了30多万元呢。”7月12日，刚
谈完一个销售订单的长竹园乡肖畈村养猪
专业户肖帮富，高兴地给记者算起了收入
账。

然而就是这位半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汉
子，曾经却是村里一筹莫展的贫困户。母
亲常年卧病在床，孩子上学，夫妻俩只能守
着几亩农田，年年入不敷出。

脱贫攻坚开始后，乡里出台了多项脱
贫帮扶举措，其中名声远播的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商城黑猪”养殖技术的推广，让肖
帮富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在乡扶贫办的帮助下，他借钱与贫困

户何正红等人一起，合伙成立了帮富黑猪
养殖合作社，在科技部门的支持，短短两年
时间，肖帮富从乡里有名的贫困户变成了
远近闻名的“养猪达人”，自家脱困不说，还
吸引带动全乡130户贫困户致富增收。

与肖畈村相距不远的达权店镇新建坳
村的严家付，前些年一家4口人就靠一亩多
田和几亩山地过日子，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综合分析觉得红豆杉种植挺适合他
家。”谈道当初拉严家付“入伙”的过程，青
梅红豆杉合作社理事长、新建坳村妇联主
任谢青梅记忆犹新，“开始他总是犹豫不
决，怕投入打了水漂，合作社就赊给他一些
种苗试种，啥时候见效益啥时候给钱。”

如今，他家种植的5亩红豆杉，仅每年
产出的红豆就可以卖到5万元，红豆杉的市

场价格眼看着一年比一年高，严家付的日
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据谢青梅介绍，合作社已经发展了13
户像严家付这样的种植户，合作社红豆杉
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00亩，年产值200多万
元，带动了46户贫困户通过务工、入股分红
等形式脱贫。

余集镇花湾村下湾组的余多莲家，则
靠转移就业减轻了负担。40多岁的她，丈
夫因为患心脏病几乎失去劳动能力，儿子
上大学每年得一万多元。去年，村干部把
她介绍到本村的锦华手袋公司上班。

“在这里每月可以领 1000多元，闲的
时候，还可以回家种稻子、干杂活，收入比
往年提高了2倍多。”正熟练地对纸格、分料
的余多莲，很满意这份工作。

“公司就建在村里，许多像余多莲一样

的乡亲们，顾家赚钱两不误，通过加工手袋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锦华手袋公司
总经理花少成告诉记者。

为发挥企业在转移就业扶贫中的主体
担当作用，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该县深入开展了“百企帮百村”精准脱贫行
动，34家规模企业均设立了面向贫困群众
的“扶贫车间”，同时在“千企送万岗”大型
招聘会提供的近5000个就业岗位中，有半
数以上优先面向贫困户提供就业援助。

“适合贫困户的扶贫才是最好的扶
贫。”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干部章海粟
说。宜养则养，宜种则种，宜工则工。在
脱贫攻坚战中，用足“绣花”工夫的商城
县，始终坚持因户制宜，精准施策，让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走出贫困，走上了增收致富
的康庄大道。6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德政）让淮
滨县张庄乡三里村50多岁徐大娘没想到的是，她因为风湿
性心脏病、心功能衰竭住进县人民医院内科，住了十多天
医院，没一个人找她交一分钱押金。7月 10日，经过精心
治疗，她病情好转出院，共花费医疗费用5395.15元，出院
时她的家人只付了按照规定报销之后的由自己负担的几
百元钱。

这是该县出台新政，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办理住院手续
时，不用再交一分钱押金。根据县里推行的入院“先诊疗、
后付费”的服务模式，凡是具有该县户口并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困境儿童四种情况之一的
群众，均能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

入院时，他们只需要持社会保障卡(参保证)、有效身份
证件和扶贫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
特困等相关证明(证件)办理入院手续，签订“先诊疗后付
费”协议后，无需交纳一分钱住院押金，就可以直接住院治
疗。患者出院时，基本医保基金、大病保险资金、大病补充
保险资金和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费用由医院统一垫付，患
者只需结清个人应承担的费用后，即可出院。 6

脱贫攻坚进行时脱贫攻坚进行时

扶贫信息

淮滨县

扶贫出新政 住院零押金一路花开一路歌
——新县千斤乡邵山村老支书邵其瑞的“心路”历程

商城县：用足“绣花功” 打好“攻坚战”

固始县

扶贫女干部
摆摊卖西瓜

特 写

人 物

绿树掩映中，修好致富路的邵山村愈发迷人 聂建武 摄

▶

邵其瑞说，路边再种上花，邵山村
就真成了美丽的大花园了 聂建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