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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打铁必须自身硬”
——信阳纪委监察委培训侧记

●● ●● ●●

商城县工商联会员王德全，2014年返乡创业，投资6000多万元，在鄢岗镇崔
楼村建起锦德羽毛有限公司，年产值1000多万元。通过“公司+扶贫车间+农户”
的模式，带动周围5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和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直接带动46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人均年收入超万元。图为1月16日，留守妇女正在加工羽
毛制品。 曹良刚 摄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花婷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聚力
“扶真贫、真扶贫”，信阳市总工会、共青团、
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立足实际，充分
发挥“大群团”优势，围绕精准造血、精准助
困、精准发力，整合力量，共同绘就脱贫攻坚

“同心圆”，一幅幅脱贫攻坚的生动画面徐徐
展开。

“脱贫是现阶段全国上下的大事，既然
我是劳模，就应该发扬劳模精神参与到脱贫
攻坚的战役中来！”1月20日，潢川县劳动模
范吴忠诚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是潢川农联
社派驻仁和镇黄岗村扶贫驻村书记。驻村
期间，他联系民营企业入村招聘，为贫困户
寻找工作机会；借助潢川农联社金融扶贫政
策，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精准发放小额贷
款，鼓励百姓自主创业。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黄岗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3户277人。

信阳市总工会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工
会工作全局，“劳模力量”成为了“扶贫先
锋”。一场覆盖全市范围的“劳模助力脱贫
攻坚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抓技能
培训、促转移就业、建产业基地、重金融带
贫……由 1268 名各级劳模组成的扶贫工
作队，将劳模精神从点到面融入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

围绕锻造“科技扶贫钥匙”，打造技术培
训品牌，市总工会组织农业、林业等技术专家
型劳模，举办实用技术培训200余场次，帮助
2.8万余名贫困群众掌握了一技之长；围绕创
建“就业扶贫车间”，打造转移就业品牌，市总
工会动员企业家身份的劳模勇于担当社会责
任，带动近1.8万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市
总工会动员劳模投身“多彩田园”工程，创办
产业扶贫基地87家，全市86个劳模创办的
企业实体与2128个贫困户签订金融扶贫带
贫协议，户均年分红4000元以上，实现了企
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互动双赢。

信阳市劳模、德龙玩具公司董事长陈俭
平在新县千斤乡、陈店乡等 9个乡镇设立

“就业扶贫车间”，共吸纳800余名贫困劳动
力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

信阳市妇联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打造、
提升“巧媳妇+”万人脱贫行动示范基地，对
农村妇女、城镇失业妇女进行技能培训，一
个又一个“巧媳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并茁壮成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坚实
的巾帼力量。其中新县余河铁皮石斛种植
基地、商城县裕昇生态农业开发合作社荣获

“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称号；光山县巧媳
妇服装有限公司、光山县郑堂村巧媳妇服装
培训加工基地等 6家企业荣获河南省巧媳

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称号。
为了加快“三山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步

伐，信阳市工商联发挥“百企帮百村”精准扶
贫优势，选取新县浒湾乡游围孜村，作为扶
贫开发示范点。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开发相结合
理念指导下，编制好规划，精准施策，把扶贫
行动落到实处。

全市科协系统共帮扶13个贫困村，联系
481户贫困户。向全市30多家学会、高校、
科研院所收集整理了全市副高以上300多名
农、林、水专家信息，建立了网上专家库、成果

库、科普带头人数据库、科普示范基地等，搭
建了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平台，组建了近千名
科技特派员结合科技下乡等组织帮扶活动，
不定期组织专家深入贫困地区进行科技指
导，入乡、入村、入户开展科技扶贫。

信阳市作为大别山深度贫困地区，是全
省唯一市辖县全为贫困县的省辖市。在全
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各级群团组织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7年前三季度，全
市23045户 69942人达到脱贫标准，核查评
估成绩位列全省第4位，得到国家巡查组充
分肯定。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不怕日子苦，就怕屋里跍，自己不努
力，啥都靠政府。”守着自己的菜摊，商城
县汪桥镇秦湾村五保户易淑来爽朗地打
开了话匣子，“我不想让人瞧不起，虽然我
腿有残疾，但我还有一双手，能自己劳动
致富。”

易淑来已经69岁了，在左邻右舍眼里，
一年到头，他总是闲不住。水稻麦子种不动
了，易老汉就种起了蔬菜。

“我搭有1亩多的蔬菜大棚，还种了5亩
多的露天蔬菜，在镇里集贸市场上摆了个菜
摊，一年四季有菜卖。农忙的时候就叫上乡
亲们帮忙。”易老汉一边招呼顾客，一边介
绍，“你看，这芹菜、萝卜、白菜，都是我自己
种的，新鲜不说，价格也比外地运来的便
宜。”

“前几天暴雪把大棚压垮了，菜也冻坏
了，损失了一两万元，这两天我正合计着重
建。从哪摔倒，再从哪爬起呗，没啥大不了
的。”易老汉很乐观。

村党支部书记徐进宝介绍，易老汉还

是远近出了名的养猪专业户，20多年了，每
年出栏生猪十多头。“卖不掉的菜，我都拿
回去喂猪，绿色生态饲料，多好啊。猪粪再
运到菜地里，天然有机肥，长出来的菜特别
受欢迎。”想不到易老汉还搞起了循环经
济。

“我每天 5 点起床，先把猪喂饱，然后
下地摘菜，用三轮车拉到集市守一上午。
下午下地干活，夜晚剁猪菜煮猪食，十点
多了才睡觉。”易老汉乐呵呵地说，“别人
都说我是铁人，拖着个残腿，一个人还能
干三四个人的活。其实，在我看来，忙中
有快乐。”

这些年，易老汉用自己挣来的钱翻盖了
新房，新建了猪舍，新打了一眼机井，还把门
前一截土路修成了水泥路。

“其实，党和政府一年给俺的残疾、五保
和贫困补贴加起来也有5000多块钱，够我
一个人吃穿不愁，翻建新房，政府还给了补
贴，可是俺总觉得，靠自己劳动换来的幸福
才最踏实！”易老汉自豪地说。

“易老汉是咱村的勤劳致富典型呢，贫
困群众都说，要向他看齐，用自己的双手脱
贫致富。”徐进宝对记者说。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
友 王雪阳）1月 17日，湖北省监利县农业局局长
陈再兴应约带着农业技术小组，来到平桥区邢集
镇程庄村，为村民详细讲解稻虾间作和泡桐栽植
技术。

能够跨省请来农业专家，这得益于该村驻村
“第一书记”、平桥区法院法官夏彦。为帮助程庄
村甩掉贫困“帽子”，让全村群众都过上富裕生活，
驻村后，他从打基础、谋长远出发，想方设法寻找
脱贫致富之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夏彦打听
到湖北省监利县稻虾间作及泡桐栽植经济效益和
发展前景不错，在经过比较分析后，经过多方协调
沟通，才有了这场跨省的“特殊脱贫讲座”。

在培训班上，专家们“面对面”给村民们分析
稻虾间作和泡桐栽植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详
细介绍稻虾间作的模式起源、地域优势、放养准
备、苗种放养、日常管理、捕捞方法以及田间管理
等知识，耐心讲授泡桐栽植技术。为了让村民们
有直观的感受，陈再兴还带着技术员一起，跟随村
民们到田间地头进行“手把手”指导示范。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兰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下，参加过‘黄
麻起义’的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里
被杀害……”1月 18日，寒风冷雨，阻挡不了272
名信阳纪检监察干部十九大精神深化培训班学员
的脚步。新县“红田惨案”遗址前，大家肃立默哀，
向遇难烈士致敬。

1月14日，信阳市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不到
一周，信阳市纪检监察干部“十九大精神深化学习
培训班”就在大别山干部学院开训，市纪委监察委
机关、市委巡察机构和市直派驻机构全体人员参
加为期一周的封闭式、军事化培训。

“打铁必须自身硬，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着‘让
大别山红廉基因永远传承，让信阳政治生态永远
青山绿水’的神圣使命。”信阳市纪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杨蕾在开班仪式上勉励大家说，

“回顾大别山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佳绩，
能让我们更好地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我们要努力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开展纪检监察工
作、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本领，以崭
新的面貌、过硬的素质，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为了确保学习效果，他们还特地从国防大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和省纪委
等单位请来专家教授，开展专题辅导。大别山干
部学院更用活信阳红色资源，安排参训学员先后
前往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革
命烈士陵园、“红田惨案”遗址、箭厂河列宁小学旧
址、河南检察博物馆和刘名榜故居等地现场教学，
重温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史，深刻缅怀
许世友、吴焕先、高敬亭、刘名榜等一大批革命先
烈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勇于担当、清正廉洁的英
勇事迹，牢固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的良好形象。

连日来，培训班学员听报告、观影片，看遗存、
缅伟人，温誓词、忆初心，一件件革命遗物，一段段
辉煌历史，一个个鲜活人物，一桩桩典型案例，无
不猛烈撞击着参训学员们的心。信阳市纪委监察
委驻交通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廖祥宏聆听完“红田
惨案”英勇事迹后，感慨说道：“血可流，头可抛，革
命信念不动摇。先烈们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怕牺牲、敢
于斗争的精神财富，将不断激励着我们努力前
行！”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蔡
丽）发放取暖器、入户查灾情、慰问贫困户……这
是潢川县伞陂镇瓦岗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洋1月20
日在网上晒出的工作日志。网上晒日志，已经成
为该县驻村第一书记们的工作常态。

打开“潢川红云”手机党建APP，点开党建促
扶贫专栏，潢川县扶贫地图清晰展现，点开任意一
个乡镇，该乡镇的贫困村一一罗列，子栏目下面有
每一个贫困村的党支部信息，里面分别是第一书
记日志和帮扶信息。“手机端一打开，每个贫困村
的基本信息，驻村第一书记个人信息、联系方式一
目了然，尤其是第一书记日志栏目，打开一看，第
一书记到村没有，到村干了啥，什么时候干的，有
图有真相。扶贫政策有没有落实，项目有没有推
进，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县扶贫办负责人说。

“事实证明，将智慧党建运用于扶贫攻坚工作
中，不仅便于对扶贫干部管理考核，更有助于在他
们中间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我们将创新运
用‘潢川红云’党建云平台服务脱贫攻坚工作，不
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潢川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孔辉说。7

潢川县

第一书记网上晒日志

平桥区

第一书记跨省请专家□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陈欣怡，你爸妈下村巡诊了，你把语文
试卷写完，再把做错的数学作业改正抄写一
遍；陈荣幸，你昨天的课文背得不熟练，再好
好温习几遍；张景皓，你每天 3页的练字写
完了，才能打电话让爸爸来接……”

已过了放学时间，曾被评为“河南最美
教师”的浉河区吴家店镇太阳坡小学老师程
东依然趴在讲台上，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叮
嘱几个学生抓紧完成课外作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生源减少，
太阳坡村东西两所小学慢慢合并成一所，
后来只剩下几十个学生，不少还是问题儿
童。

“到这里来的小学老师，多则一年，少则
半年，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已经在这里干
了18年的小学校长余美超感慨说道，“2009
年秋，程东从城里考过来的时候，我以为她
不过是把这里当作跳板，没想到她一干就是
9个年头，把满腔热血倾注在这些缺少真情
和关爱的孩子身上。”

开车从信阳出发，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
到太阳坡小学。而这段刚刚通车不久的路

程，程东每周至少要来回两次，周日下午来，
周五晚上回。

“这已经比以前方便多了。这里地处出
山店水库规划淹没区，原来的道路 20多年
没修过，往返学校只能先坐公交车到镇里，
再搭乘乡亲们的摩托车或电动车，遇不着人
的时候，就步行。”程东轻描淡写地说，“时间
久了，乡亲们会故意选在我往返学校的时间
段到镇上去办事。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怕我
多走路，更怕我熬不住走了。”

程东没有走，同事还开玩笑说她认了不
少“干儿子干闺女”。原来，除了课堂上对每
个孩子悉心关爱，授业解惑，程东还主动把
那些家长无暇顾及的学生留下来，集中课外
学习，当起了义务辅导员。

9年来，程东无论寒暑，即或身体不适，
就连母亲住院、孩子做手术，她也从来没耽
误过一节课。丈夫说她就差“卖”给太阳坡
了，她捂着嘴笑着不说话。

程东把太阳坡乡亲们的心焐热了，独自
在宿舍生火做饭的她，灶台上经常会放着不
知谁送来的或是一把新鲜蔬菜，或是三五枚
鸡蛋，她的办公桌上也经常盛开着孩子们采
来的一束束野花……7

最美乡村女教师

真爱暖热众人心
商城残疾五保户

不靠救济靠双手

信阳 群团共绘扶贫“同心圆”

淮滨县“巧媳妇+”扶贫项目示范工程——同心笔业制售厂的生产扶贫车间遍
及淮滨县各个乡镇，在引导贫困妇女就近灵活就业、稳定增收，助力脱贫攻坚上起
到积极作用，群众形象称其为在城市和乡村间架起了脱贫致富的“连心桥”。图为1
月18日，留守妇女们正在防胡镇扶贫车间里打磨毛笔笔杆。

秦怡欣 摄

淮滨 同心制笔“巧”结连心 商城 锦德羽毛“联”带千家

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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