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线基层

卢氏小连翘 成就脱贫大产业
□本报记者 吴烨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聂金锋

8 月底，卢氏县双龙湾镇东虎岭村迎
来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青绿色的连翘果
正等着村民采摘。村党支部书记莫红建介
绍说：“近年来，连翘种植已成为该村脱贫
致富的主导产业，全村302户，家家户户种
连翘，现在全村人工种植的连翘已达到
2800亩。”

“小连翘”铺就“脱贫路”

卢氏县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其野生
连翘资源丰富，面积高达100万亩，占全国
连翘产量的四分之一。全省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卢氏县把连翘种植作为产业扶贫的
优先产业大力扶持，力争把卢氏打造成全
国连翘第一县,并引进龙头企业种植连翘，
以带动更多的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双龙湾镇东虎岭村是全县最早种植连
翘的村庄，目前该村有62户通过连翘种植
脱贫致富，有 16户连翘种植面积超过 50
亩。今年67岁的贫困户宋从善，从2013年
开始种植连翘，2016年其第一批种植的连
翘进入初果期，尽管当时的价格为近年最
低，但他家仍收入近2万元。他说：“今年我
家的连翘开始进入盛果期，收入会迈入一
个新台阶。”

莫红建说：“最贵的时候，一亩盛果期
的连翘，每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去年虽然
价格下跌，每亩也能净增5000多元。”

在紧邻东虎岭村的徐家湾乡小河口
村，从去年开始也从羡慕转为行动，家家户
户都种上了连翘。村支书梁自安介绍说：

“去年我们村已集中种植连翘 1080亩，参
与农户185户，其中贫困户128户。”

卢氏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说，栽种连翘
一般 3年挂果，5年进入盛产期，只要加强
管理，可连续结果数十年，这等于给种植户
一个有长期稳定收入的“绿色银行”。

“无形之手”彰显威力
在卢氏农民大规模种植连翘的过程

中，公司化运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东虎岭村村部，“卢氏嘉美菜菜源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这
个于2016年 6月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吸引
东虎岭村和周边村镇2000余户成员。

莫红建介绍说：“我们与河南昊宇实业

有限公司合作，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已在卢氏种植连翘 2.5万亩，吸引
上万农民参与连翘种植和管理，大批贫困
户因此脱贫。”

河南昊宇实业有限公司是当地引进的
龙头企业之一。据公司规定，山区农民加入
与公司合作的合作社种植连翘，公司一次性
给予每亩300元的补贴，每年给予150元的
管理费。种植连翘的收益按三七分成，农民
占七成，公司占三成，群众无须投资一分
钱。此举大大激发了农民种连翘的积极性。

山区农民挣了钱，公司亏了吗？河南
昊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国政说：“公司
一点也不亏。在带动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
同时，连翘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公司赚的就
是这种规模效益。同时，对连翘吃干榨净，
发展高附加值的加工产业。”

如今，这个公司已开始生产连翘饮料，
把连翘叶加工成连翘茶。同时，将连翘种
植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在毗邻县城的
文峪乡望家山打造集休闲观光、科普科研
于一体的观光园。赵国政说，连翘的产、
加、销、游一体化发展，将帮助当地5000余

人实现就业，辐射带动100多个村6000余
户农民脱贫致富。

据卢氏县扶贫办的统计，目前全县已打
造连翘种植专业村40个，发展连翘种植专
业合作社10个。其中，双龙湾镇东虎岭、文
峪乡望家山、双槐树乡东川等7个村和徐家
湾乡小河口村的基地已达千亩以上规模。

打造全国连翘第一县

乘着国家扶贫开发的东风，卢氏连翘
发展开始步入快车道。

2015至2016年，卢氏人工种植连翘达
到3万亩。而2017年，该县又新增种植面
积10万亩。

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我们的目标
是，在五年内完成扩量、提质、树品牌三大任
务，使卢氏连翘产品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三
分之一，将卢氏打造成‘中国连翘第一县’。”

为加快作为扶贫主导产业的连翘的发
展，该县一方面加大了对野生连翘资源的
保护力度，重点保护30万亩。另一方面，加
快人工种植步伐。2016年 5月，卢氏县明

确提出：力争每个贫困户种植一亩连翘或
核桃，并规定贫困户每种植一亩连翘，给予
经济补贴90元。同年6月，该县在18个乡
镇连续举办了18期连翘种植技术培训班。

卢氏县农牧局副局长、县中药材生产
管理办公室主任程锁军介绍说，近年来，该
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与河南农大、河南中
医药大学等合作，建成了中药材组培实验
室和中药材种植研发中心等科研机构，先
后开展了连翘扦插育苗、连翘种子资源库
建设、中药材良种选育等课题研究，加快
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建设，为卢氏连翘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程锁军还介绍说，目前全国有13个县
（市）生产连翘，但卢氏连翘以其有效成分
多、药用价值高等特点，深受各地医药厂
商青睐。这为卢氏连翘的品牌建设提供了
重要契机。2004年和2008年，卢氏连翘先
后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原产地域保护品种
和地理标志产品，2013年被省科技厅命名为
河南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2015
年，在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

“卢氏连翘”品牌价值2.22亿元。7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李修乐 张旭长

城市虽好，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1998年9月，19岁张朋镍师范毕业后，
被分配到湛河区曹镇乡西部一所偏远的农村
小学——宋寨小学，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

去报到那天，尽管已经做好了充分的
思想准备，但他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教室是几排破旧的瓦房，操场上泥泞不
堪。由于还没有开学，校园里荒草一米多
高，一片荒凉。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阴暗
潮湿的小瓦房，就是他办公和吃住的地方。

当天，他跑到数公里外的镇里，找到公用
电话打给母亲，哭着说不想在这儿呆。母亲安
慰他，让他先好好工作，找机会再往城市里调。

可是，还没等到“机会”，他的想法就先
动摇了。

那是不久后的一天，他病倒了。一个
人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有点伤心难过。
这时，门响了，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
匆匆跑进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塞给
他：“老师，您吃吧，我们想让您快点好起
来，给我们上课呢！”

已是初冬的天气，看着孩子冻得发红
的小脸，摸着手里尚有余温的鸡蛋，张朋镍
流泪了，调动的念头在那一刹那动摇了。

“城市固然好，但也许这里的孩子更需
要我呢？”他对自己说。

和学生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2003年 4月，由于工作需要，张朋镍担
任曹镇乡张庄小学负责人。这是一个更偏
僻、条件更差的学校，偌大的校园里连个厕
所都没有，学生如厕要到校门外村民公厕，
非常不安全。

张朋镍下决心解决学生如厕难题。当
时，村子附近有不少制砖厂，他找到一个砖
厂老板家，给他讲学校的困难，讲孩子们如
厕不便造成的事故。结果，这位老板不仅
自己捐砖 4000块，还带动其他砖厂相助，
很快就募集齐了建厕所要用的2万块砖和
12块预制板。

听说张老师要给孩子们建厕所，村上
群众义务出工出力，不到一个星期，厕所就
顺利建成了，没让学校花一分钱。

“乡亲们都愿意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出
物、出力，我作为一名人民老师，还有什么
理由不努力工作呢？”厕所建成那天，张朋
镍在日记里这样写着，“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愿永远当他们的“留守校长”

2007年 9月，张朋镍调到关庄小学任

校长。这个学校比张庄小学离市区总算是
近了一公里。

然而，5年后，当关庄小学的教学条件、
教育质量显著改观后，他又被调任五虎刘小
学任校长。调令下来，妻子就埋怨说：别人
都是想办法往市区调，你可好，越调越远。

在五虎刘小学，张朋镍协调多个部门，
成立了“湛河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基地”和

“留守儿童家园”，孩子们开心了，在外打工
的家长放心了，爷爷奶奶们省心了。

2014年 8月，张朋镍又被调往曹镇乡
西南片与鲁山、叶县交界处的李三庄小
学。消息传出后，五虎刘村炸开了锅。“说
啥也不能让张校长走”，村里选出20多名家
长代表到学校“请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
大爷更是拉着他的手，哭着说不出话。后
来，经上级部门同意，他同时兼任了两个学
校的校长。

由于两个学校相距四五公里，张朋镍
每天甚至要奔波好几个来回，当年12月，他
累得晕倒在了讲台上。经诊断，是血压升
高引起脑干出血。住院期间，由于右手不
听使唤，写不了字，他一遍遍拿着筷子练习
夹花生米、夹黄豆、夹绿豆。出院一月后，
他便带着血压计、降压药又开始上班了。

“我不能辜负乡亲们的信任，更不能辜
负孩子们的期盼，只要他们需要，我愿意永
远当他们的‘留守校长’。”张鹏镍说。7

□本报记者 徐建勋

18岁的李晓家住荥阳市汜水镇虎牢关村，今年她以590
多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她
高兴地蹦了起来。然而，想到家里的困难情况，她的心情又
沉重起来。父母离异，爷爷患肝癌后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弟弟还小，在外打工的父亲实在无力负担她的学费。

正当李晓为学费犯愁时，郑州市委宣传部联合郑州市
工商联、郑州市绍兴商会策划的“大爱无疆·金秋助学”活动
团队来到汜水镇。郑州市绍兴商会会长裘伟明带领一批爱
心企业家，通过排查，确定对汜水镇17名考上大学的贫困
学子进行“一帮一”对口资助。每位企业家每年给对口资助
的贫困大学生援助5000元学费，一直到大学毕业。裘伟明
一人就对口资助了4名学生。

“扶贫重在扶智，知识就是力量，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个
家庭的希望。呵护他们，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就是呵护希
望！”在8月 28日举行的“一帮一”资助贫困大学生爱心行
动仪式上，裘伟明动情地说，参与对口资助的绍兴企业家大
多出身贫寒，党的好政策使他们的企业做大做强，在河南的
发展更是得到了中原父老的支持，回报社会是每位企业家
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晓在代表受资助大学生讲话时表示，一定要怀着感
恩之心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给帮助他们的好心人以回报，
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希望。7

“资助他们就是呵护希望”

风从地方来

视点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摄影报道

8月 27日，在鹤壁市淇滨区淇河国家湿地公园，水道
蜿蜒、万木葱茏，不少游客来此休闲赏景。市民张女士说，
这个暑假，她几乎天天领着孩子来这里游玩。“这里不光景
色美，动物植物也多。放假期间，大人少玩手机，小孩少玩
电子游戏，有时间，多来这里转转，不仅能长知识，还能爱上
大自然。”张女士笑着说。“就是，就是。”跟在她身边的6岁
的儿子忙不迭地点头表示同意。

据介绍，淇河国家湿地公园于2009年11月启动建设，
2011年年底被确定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公园总面
积332.5公顷，其中湿地面积271公顷，湿地率81.43%。良
好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各种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这里生
长着维管束植物90科 506种，脊椎动物87科 351种，包括
225种鸟类，其中灰鹤、苍鹭等为国家级保护动物。7

他是一名乡村教师。参加工作19年，经历数次调动，别人都是想办法往市区调，他却为了偏远农村

的教育，为了一群留守儿童，越调离城市越远。他，就是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李三庄小学的——

“留守校长”张朋镍

卢氏县双龙湾东虎岭村连翘喜获丰收，采收连翘的村民们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7 聂金锋 摄

“有时间，多来这里转转”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年底开建
汉字公园同时动工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作为我国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
古都安阳亮相已近8年。8月28日，记者从安阳市有关部门
获悉，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目将于年底前
动工开建。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PPP
项目实施方案》已通过论证，前期其他手续正在逐步完善。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
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总占地143亩，总建筑面
积34500平方米。2009年开馆以来，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

“已建成运行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一期，主要实现陈列展示、文
物收藏等功能。”中国文字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孙琳杰介绍
说，续建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北扩展178.7米，向东、向西
各扩展95.5米，占地面积175.4亩。建设内容包括文字文化
研究交流中心，文字文化演绎体验中心，以及地下停车场三个
部分。该工程被作为“安阳2017十件实事”列入《政府工作报
告》，同时也被列为安阳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

同时，紧邻文字博物馆西侧，占地面积213.62亩的汉
字公园项目，也将同时开工建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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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中牟县东风路街道纪工
委按照县纪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总体
部署，针对扶贫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
问题及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
求，对街道各行业服务审批部门、各行
政村（社区）及党员干部集中开展扶贫
领域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该街道纪工委立足精准监督，通过开
展脱贫攻坚战中侵害群众利益腐败问

题专项治理，着力排查并严肃处理一
批扶贫资金截留挪用、项目审批吃拿
卡要、优亲厚友、涉农收费乱摊派、惠
农政策落实不到位等侵害群众利益的
腐败问题，坚决斩断伸向扶贫领域的

“黑手”，着力查处一批违规违纪的党
员干部，进一步纯洁街道基层组织和
干部队伍建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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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加大力度办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群
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推进反渎工作创新发展。广开渠
道，拓宽案件线索。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匮乏的现状，把拓展
案源渠道作为抓好办案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多管齐下，做好线索
的查、管、用。建立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内部移交、外部联系工作
制度，对重点线索重点督办，及时组织初查，努力提高初查成案
率。加强协作，整合资源，强化惩治合力。加强与纪检监察、审
计、财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相互间的信息共享、情况
通报、案件移送、执法协作等工作机制；加强反渎部门同反贪、侦
监、公诉、预防等部门的联动，建立健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
移送机制，加强“侦、捕、诉、防一体化”机制，整合内外一切可以
调动的力量，强化惩治合力。加强学习，苦练内功，提高整体素
质。不断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干警准确把握执行法律政策
和科学运用侦查手段的能力。同时深入学习研究刑事法律法
规，努力提高自身法律业务素养。规范执法，严明纪律，夯实办
案质量。严格办案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侦办案件做到事实清楚
无存疑、程序合法无争议、证据确凿无差错、手续齐备无漏洞，定
罪准确无反复，确保将案件办成“铁案”。 （娄苑）

多举措强化反渎职工作

精准监督 全力保障脱贫攻坚

许昌市建安区审计局结合审计工作实
际，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不断加强审计组廉政风险防控，
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审计人员依
法廉洁从审。加强审计人员廉政教育，不
断增强审计人员拒腐防变能力。实行审计

公示制，审计项目实施前后接受群众监督
与被审计单位监督。实行审计组组长负责
制，严格落实审计组廉政责任规定，压实责
任，对审计过程实施廉政监督。实行审计
组廉政监督员制度，确定一名审计组廉政
监督员，全程参与项目审计过程。（贾艳玲）

“7月 27日，经局党组会研究出台
《微信工作群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微
信使用十严禁。”翻开洛阳市洛龙区司
法局“两个责任”工作日志，就看到班
子成员一笔笔记录着履行“两个责任”
的具体事件。该局通过推行工作日志
制度来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工
作日志首页是局领导班子36项主体责
任清单，主要负责人的15项主体责任

清单，其他班子成员责任清单以及 61
项任务清单，切实提醒和推进班子成
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工作日志制度
让履行“两个责任”工作留痕、倒查有
据，建立了事前有计划、事中有记录、
事后有总结的完整链条，真正做到责
任无盲区覆盖、压力链条式传导、工作
实时化监控。 (李文霞)

工作日志助推两个责任落实

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为提升年轻干警
反腐倡廉思想认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
线，开展了年轻干警勤检廉检教育活动。精
心组织。做到活动有方案、有抓手，安排紧
凑，进展有序，既注意打好警示教育系列活
动的组合拳，又与学习教育环节其他活动相
协调；既在接受教育时重效果，又在实际业
务中提升效果；既搞好警示教育，又兼顾业
务工作，做到两不误、两促进。明确教育对
象。廉政警示教育活动覆盖全院30多名年
轻干警，重点是新进院的年轻干警、新晋升
职务的年轻干部。检察长亲自与他们进行
廉政谈话，要求年轻干警要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和个人修养，并提出业务上要精、工作上
要实、作风上要正，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正
确行使权力，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检察官。突出活动效果。针对不
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是这次廉
政警示教育的一大特点。对于新晋升职务
年轻干警，安排廉政谈话会、参观警示教育
基地等活动，做好教育预防、警示警戒；要求
新进年轻干警阅读廉政书籍，并精心撰写读
书心得体会。确保廉政警示教育活动人人
参与、人人受教育。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充实、载体丰富，切实做到不虚、
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胡皓 张正刚）

开展年轻干警廉洁从检教育活动

加强审计组廉政风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