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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驻村扶贫督导员李林——

三次抉择，他都留在了农村

“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脚下沾有多少
泥土，看百姓脸上有多少笑容。”十二年来，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李林深深体会到
了群众的难处，也和群众同甘共苦，结下了
浓厚的感情。

村民司某因摔伤致使腰部以下截瘫，
妻子也积劳成疾，每日药不离口，家里穷得
几乎揭不开锅。李林与其他帮扶人员在网
上开通了“爱心筹”。在为母亲看病举债
20多万元的情况下，他带头捐款。目前，
已为司某家筹集资金3000多元。

贫困户杨军武，三年前妻子病故，三个
月内长子又落水溺亡。接连的打击一度让
他接近崩溃。李林知道情况后，主动与他
谈心拉家常，把自己的遭遇说给他听，说到

伤心处，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
付出大爱，必然收获真心。在水泉村，

无论谁提到李林，都啧啧称赞。有一次，70
多岁的贫困户牛大爷知道李林上午要到家
里来走访，特意花1.5元钱买了一个西瓜，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等着他。李林不舍得
吃，牛大爷拿着西瓜，追出去老远。

面对群众的信任，李林干劲儿更大了。
7月30日，星期天，他依然没有休息，申报修
路修桥、建设文化广场、整理村上裴李岗文
化遗址资料，他的计划是发展农家乐，三年
内，让村里所有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群众不富，我心难安。如果父老乡亲
需要，我愿意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李林在
日记里动情地写道。6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鸿雨

“除了艾灸，艾叶还能做茶和沐浴露。
现在有艾叶收割机、叶秆分离机、打包机，
收、种、销都不是问题。”7月31日上午，平顶
山市石龙区五高路旁的艾草地头，谈起艾叶
种植和产业发展，张玉轻满怀信心地说。

张玉轻今年 50岁，是石龙区高庄街道
张庄社区居民，原是贫困户，2016年种植艾
草成功后，当年达到脱贫标准。今年他种植
了45亩艾草，如今第一茬已销售一空，第二
茬收获在即。

小试牛刀
“前几年，我在安徽芜湖打工，看到一家

苗圃里有艾草，刚开始我想着是野生的，后
来发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割一茬，趁下班
时间我就找当地老乡问情况，才知道艾草不
但能卖出好价钱，而且很畅销。”张玉轻虽然
只有小学文化，但是脑瓜子灵。之后，他通
过上网搜索，得知我省的方城、新野、鲁山等

地就有大面积艾草种植。
“南阳的山地土质和我们村的差不多，

南阳能种我家应该也能种。”2016年清明节
前后，张玉轻骑着摩托车到襄阳、邓州、鲁
山、伊川等地，求教种植方法和销售方式。

“大哥、二哥家的地本来我就种着呢，连
我家的合计20亩，种粮食产量低，能喂饱肚
子，但基本挣不到钱。”2016年 7月底，张玉
轻在玉米拔节时套种了10亩艾草，没想到玉
米收完半个多月，艾草就长了一尺多高，而且
秆壮叶厚，临近立冬时竟然卖了1万多元。

规模种植
“艾草投资少、好管理、便储存，而且市场

需求量大。”张玉轻说，第一次种植时他通过微
信发布的信息，没想到南阳的收购商很快就
来了，“收购商同时也是种植户，人家一来就说
俺村的土壤更适合种艾草，我们这里的艾草
气味更正宗，有效成分含量更高，他们劝我再
承包些地扩大规模，如果量大就高价收购。”

流转土地需要征得老百姓的同意，扩大
规模一时成了难题。

张庄社区第一书记张金磊得知张玉轻
的困难后，就和社区党支部书记贺根奇奔赴
南阳和鲁山考察了艾草种植项目，回来后召
开村民大会，给大家讲解流转土地的利与
弊。今年清明前后，张玉轻如愿流转到了
25亩土地。

45 亩地集中连片，需要大量的艾草
根。于是，每天他都要和妻子孟艳彩及雇来
的十多名村民带着镐、铁锹等，翻山越岭寻
找艾根。今年麦收后，45亩艾草种植完毕。

“挖根、栽植、收割都是雇人，一个人一
天最低50元。”张玉轻说，干活时间长的，光
工钱就领走3000多元了。

“种一次可以收获好多年，一亩地一茬
可以收125公斤，一公斤六块多，质量好的
价更高。每年至少可以收三茬，水肥充足的
话收四茬。”张玉轻说，第一茬光叶子就卖了
5吨，艾秆也能卖。

踌躇满志
来不及细细品尝丰收的喜悦，张玉轻便

想着如何发展壮大艾草产业。

今年6月 17日至 19日，第四届全国中
医药养生产业发展论坛暨首届中国艾产业
发展大会在南阳举行，通过微信群得知消息
后，他骑着摩托车就去了。

“闭门造车永远不中，出去看看收获可
不小。”张玉轻说着，拿出他参会带回来的

“战利品”——艾草沐浴液、艾草茶让大家观
看、品尝。

在南阳学习时见到好多种植户同时在
艾草地里散养鸡鸭鹅，张玉轻明年也想试一
下。“艾草叶味苦，鸡鸭鹅都不吃，家禽粪便
可以直接还田。”

“小小的艾草就是脱贫的‘致富草’，今
年秋天我打算再流转 50亩土地，下一步购
买收割机和叶秆分离机、打包机。如果种植
户多了，我就邀请技术员来我们这儿办厂，
加工更高级的产品，争取带领更多的种植户
共同致富。”谈起艾草种植的前景，张玉轻眼
中闪着光亮。6

小艾草托起致富梦

平顶山市庆党建丰绩回顾展引关注——

一场特别的“专题党课”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大暑时节，比高温更“火”的是平顶山市博物馆。7
月26日下午，博物馆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人头攒动，
该市发改委、水利局等单位500多名干部职工参观了平
顶山市庆祝建党96周年党建丰绩回顾展。

面对一幅幅记录历史的珍贵老照片，参观人员一边
观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活动结束后，他们又
纷纷在电子签名墙上签名留念。“不忘初心跟党走”“祝
福祖国繁荣强大”……一句句发自内心的感言，寄托着
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美好的祝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6周年，平顶山市以这种
特别的“专题党课”形式来缅怀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
绩。据了解，此次展览，由平顶山市委主办、市委组织
部承办，以“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为主题，立足“展示新
成果、激发新动力”，精选出400多幅照片和100多件实
物，分为“奔流”“拓荒”“翱翔”“风正”“扬帆”五个篇章，
图文并茂地回顾了平顶山的早期革命战争、建市初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平顶山市九次党代
会以来，全市在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突
出成就。

自6月30日开展以来，该市多个单位纷纷组织党员
集中参观，不少群众也自发参与其中。据统计，截至目
前，展览参观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次。

平煤股份四矿职工李金泽说：“通过这次展览，看到
了平顶山从无到有、从荒凉到繁华的发展变化，在每个
时期每个地方的建设中无不闪现着老一辈共产党员的
身影，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我感到非常骄傲，要
把老一辈建设者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

体育路小学学生范译文在家长的带领下认真参观
图片展，他说：“在这里，我学习了很多家乡的历史，看到
了家乡建设者的风采，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一定要好
好学习，成为有用之才，为家乡增光添彩。”

作为此次展览志愿讲解员的高丽帆感触更深：“我
的每一次讲解，也是我对平顶山党史和城市发展史再学
习的过程。身为平顶山人，我为家乡多年来取得的发展
成果感到自豪，也为家乡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据了解，平顶山市委组织部还组织开展了“党建知
识应答”“观后感评选”“最美微信留言评比”等活动，吸
引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踊跃参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奋发进取的决心和信心。6

用好“问责利器”
护航脱贫攻坚
平顶山今年以来查处干部作风问题35起，
责任追究50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杨世崇）“因为几杯酒，被召回、免
职，还背上党纪处分，这个教训太深刻了！”7月30日，提
起不久前一名驻村第一书记被查处一事，舞钢市许多党
员干部仍然记忆犹新。

今年 5月 18日，平顶山市农机局驻舞钢市枣林镇
徐庄村第一书记田长聚因午间饮酒，严重违反工作纪
律，被所在单位党组第一时间召回后，又按程序免去了
相关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枣林镇党
委、政府因监管不力，被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并全市通报
批评，副镇长、徐庄村脱贫责任组组长张芳明接受诫勉
谈话。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以查处干部作风问题、基层腐
败问题为重点，用好“问责利器”，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该市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建民
任组长的脱贫攻坚监督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监督
检查方案和问责办法，并专门抽出一个纪检监察室与党
风政风监督室，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的方
式，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对作风不实、工作不力者，一经
发现，严肃问责并通报曝光。

截至目前，全市查处脱贫攻坚领域干部作风和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35起，责任追究 50人，其中党政纪处分
20人，组织处理8人，诫勉谈话6人，约谈16人。6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

年轻的时候。

从23岁到35岁，在人生最美好的

12年工作生涯里，现任郏县安良镇水

泉村扶贫督导员的李林，曾做出过三次

选择，在这三次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他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在农村。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仍不

忘初心，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

说：“我从不后悔我的每一次选择，因

为群众不富，我心难安。”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姬芳远

1982年，李林出生于郏县长桥镇李程
庄村。和其他小伙伴成长经历不太相同的
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他先后在郏县的十
几个乡镇农村生活过。也正因为如此，他自
幼就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怀着一份超出同龄
人的浓厚感情。

2005年，23岁的李林大学毕业了。当
时，他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广州一
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学校招聘时，看中了品学
兼优的李林，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在和家人商量时，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半
辈子的父亲没有说话，而是带着他重新走了
一遍生活过的地方。一圈走下来，李林落泪
了，他没有想到，在农村，居然还有那么多乡
亲们挣扎在贫困线上。同时，他也明白了父
亲的心思：相对于大城市，眼前的这片土地
更需要他。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回到家
乡，并通过招考，当上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村干部。

李林工作的第一个地方，是郏县冢头镇

南三郞庙村。当时，这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道路狭窄坎坷，村舍低矮破旧，有的村民家
里甚至连一样家具也没有。

更让李林委屈的是，村民对满怀热情的
他并不买账。有一次，村里养殖户家的猪生
病了，他上网查阅资料，累得眼圈都黑了，村
民却随手就把他搜集的资料丢在一边。“这
事你没我经验多，别瞎操心了！”

尽管受了委屈，但李林没有气馁。为了
尽快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一家一户地走访，
与群众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谁家的孩
子该上学了，哪个残疾人该领补贴了，哪个
贫困户的房子漏了，他都记在心里，主动去
帮忙。他把村里每家每户都走了个遍，大到
修路、打井、发展产业，小到帮助群众签协
议、邮寄包裹，他事事冲在前，逐渐在群众心
里树立了威信。

“李林这孩子不错，待人热情，做事公道，
帮大家办了很多事，我们相信他！”南三郎庙
村群众谈起李林时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2010年 5月，由于工作需要，李林调到
白庙乡贾坡村工作，当时，该村6组十几户
群众因为机动地分配问题，多次到乡里和县
里集体上访。为了解决这一信访难题，他走
家串户问情况、做工作，与乡司法所、县土地
局沟通，利用晚上开了五次群众代表会。两
个半月后，问题终于解决了，李林却累倒了，
光输液输了一个星期。

“林子，俺向你保证，今后俺村谁再上访，
俺第一个和他过不去。”在村民代表到医院看
李林时，昔日的老上访户贾某拍着胸脯说。

农民是最朴实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就
对谁好。从那之后，一直到李林调走，该村
真的再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2010年 12月，一个喜讯传来，在工作

之余不忘学习的李林，又在全省公务员统
一招录中榜上有名。在亲戚好友都为他庆
祝时，在县直机关工作的父亲的学生提出
来，想把李林调到县城工作。面对这个机
会，李林再一次拒绝了，他说，7年的农村
工作经历，让他更舍不下这里的乡亲们
了。于是，他服从组织分配，来到白庙乡政
府报了到。

虽说不能天天在村里工作了，但李林依
然没有忘记乡亲们，工作不忙时，他经常回
到村里转转，谁家有忙需要帮，他从不推
辞。有位村民不常在家，办计生手续麻烦，
李林二话不说，接过一沓手续，办完之后，又
骑车给他送回了村里。“这孩子不忘本！”这
是村民对他的一致评价。

2017年年初，为了推进脱贫攻坚，郏县
面向全县公开选拔驻村扶贫督导员。然而，
面对这次回到村上工作的机会，李林却犹豫
了。原来，就在四个多月前，他的母亲被确
诊为肺癌晚期，急需人照顾。

这个时候，一直最理解儿子的父亲又站
了出来：“你只管去吧，家里有老爸在，一切
都不用你担心！”

就这样，在家人的支持下，李林流着泪
去报了到。他被分配到离家约20公里的安
良镇水泉村工作。在这里，李林更忙了，他
常常利用晚上时间，走门串户，了解贫困情
况，查找致贫原因，寻找脱贫办法。然而，不
管再晚，他总要赶回家里，哪怕到家时母亲
已经睡着，他也会蹲在床前，听着母亲的呼

吸声，才会觉得心安定下来。有时候，连夜
加班回不去，他也会站在村部的院子里，望
着家的方向，心中默默地祈祷……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年4月，岳父突
然遭遇车祸身亡。接踵而至的打击，几乎压
垮了他的精神，那些天，他整夜睡不着，头发
大把大把脱落。但是，在处理完家里的事情
后，他强忍悲痛投入到了工作中。建档立卡、
完善资料，逐人逐户识别，一项一项核准，圆
满完成了贫困户和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工作。

“李林太拼了，简直不要命！”水泉村支
部书记许俊营说起他的时候，也是满脸的不
忍心。

李林说，只有在拼命工作中，他才能没
有时间去悲伤。

扎根基层，他不忘初心

面对打击，他忘我工作

回到农村，他义无反顾

付出大爱，他收获真心

李林（左一）正在走访贫困群众

座谈会上李林（右一）为贫困户讲解可以享受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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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玉山）8月 1日，平顶山市工商局
在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举行首张“三十五证合一”工商
营业执照颁发仪式。外商投资企业——叶县圣美源纺
织品有限公司领到了该市首张“三十五证合一”的工商
营业执照。

工商营业执照“三十五证合一”改革是在工商部门
的营业执照、质监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的
税务登记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社会保险登记
证、统计部门的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的基础上将发改
委、公安、财政、住建、商务、食药监、人行等17个部门的
30个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实行“三十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

“三十五证合一”实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套材
料、一网通办、一档管理、一键推送”的工作模式，工商窗
口在1至3个工作日内办结企业设立登记。企业只需到
工商窗口提交一次申请，即可领取营业执照，正常开展
经营。企业办理营业执照，申请变更、注销登记的，工商
窗口受理申请材料后，在1至 3个工作日内办结企业变
更、注销登记，并将变更、注销信息推送给企业申办的涉
企证照事项所属部门。

当日，平顶山市工商系统共发“三十五证合一”工商
营业执照36张。6

平顶山市启动
“三十五证合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