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余明波

人间五月万物生。初夏时节，地处睢
县西南的周庄村，麦苗如浪，绿荫如海。在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产业培优、乡村振兴进
程中，睢县城关镇不断激活新亮点，拓展新
格局，大手笔构建“忠孝传家·幸福安宁”人
文风景线。漫步今日周庄，城乡大地处处
显示出生机无限。

“现在我们村成了旅游景点了，城里的人还
有附近村的人经常来我们这看，我们村环境好
了，老百姓日子也美了，很幸福。”5月16日，村
民周玉仁高兴地告诉记者。

美丽乡村如诗画

走进睢县城关镇周庄村，道路笔直整
洁，一排排小楼有序的排列开来，每家每户
门外都有整齐的篱笆小院。

不知不觉间天下起了雨，密集的雨滴
拍打着村民院子里伸出的石榴树枝，红似
火的石榴花开正艳。雨里的周庄，是诗意
的周庄。

顺一条胡同前行，两边墙壁上，是孔老
夫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的教诲。前行不远，是“百

善孝为先”的劝诫。如此种种，遍布街道两
旁，穿行小巷如同翻阅书卷，使人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熏陶。

沿着村里的街道前行，祥和街、幸福
街、文明巷、富康路，一道街有一道街的诗
情，一条巷有一条巷的画意。行走此间，犹
如行走在陶渊明的田园世界。

说起周庄，不得不说的是该村东西两个
大坑。此前，这两个大坑是污水坑，常年污水
恶臭，垃圾遍地，行人经过此处都掩鼻疾行。
如今，这两个污水坑成了两个小花园，里面栽
上蒲草，周围种植花草树木。成了人人流连
的好去处。建村室、文化广场、公厕，安装太
阳能路灯，实施三清六改、绿化、亮化工程，整
修道路，改善村容户貌，切实改善的人居环
境，提高了村里人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说起周庄的变化，一些村民打趣道，以
前周庄像粪坑，如今的周庄像皇宫。乡村
文化振兴，不仅扮靓了村容村貌，更厚植了
道德文化、培育了文明乡风……

迈开步子奔小康

周庄村的巨大变化和这里强大的基层
党组织——村两委班子密不可分。在带领
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方面，村两委立足
自身实际，发挥区位优势，充分尊重群众主

体意愿，制定覆盖到户的产业发展规划，全
面推进产业扶持到村到户。充分利用先进
的食用菌种植技术，整合资源大力发展周
庄村无公害食用菌特色种植业，手拉手迈
步子，建蔬菜大棚 42 个、食用菌大棚 10
个。力求实现贫困户蔬菜大棚种植全覆
盖，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脱贫，产业扶
持到户到人。周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57
户、228人，目前已脱贫56户、225人。

从村里“心连心”超市向东不远处，是
扶贫生产车间。车间里，鞋厂的技术人员
正在为几位中年妇女授课。村里人以前打
工天南地北到处跑，如今打
工不出村。

车间门口，两位耄耋老
人说起如今的年景，更是赞
不绝口。今年 99
岁的牛修真老人
说 ：“ 我 也 是 快
100岁的人了，也
经历了几朝几代，
如今，共产党领导
下，咱周庄人的日
子 简 直 好 到 了
天。以前想不都
敢想周庄能有现

在的年景。”旁边 77岁的赵玉兰老人接话
说：“俺们都承共产党的恩，念共产党的情，
要是没有共产党，哪会有今天。”

环境美了，钱袋鼓了，村民的生活更加
多姿多彩。“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周庄村，打造出
具有睢县特色的优美宜居的新周庄。

城关镇党委副书记王永坤介绍：“周庄
只是城关镇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城关镇
党委政府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以实现经济、
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努力建成更多
像周庄一样的美丽乡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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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故事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侯博

在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乡的乔楼村，村民们提起驻村
第一书记侯有兵，都说得他是个干起工作不知疲倦的“拼
命三郎”。

“这小伙子好得很。他帮大家做的那些事，村民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5月21日，乔楼村村民张殿书激动地说。

侯有兵是睢阳区民政局的一名80后青年干部。2014
年 7 月作为局里选派的一名扶贫工作员进驻乔楼村。
2017年 2月，侯有兵被任命为乔楼村的第一书记。在村里
四年多的时间里，侯有兵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高速运
转，和乡村干部们一起为贫困村办了一件又一件实事。

侯有兵刚到乔楼村的时候，住在破旧不堪的村室里。
一天晚上下大雨，屋里到处漏雨。侯有兵他们没法入睡，就
在床上摞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上接雨水的盆子，人就睡在
桌子底下。第二天一大早，他想的不是如何改善自己的居住
条件，而是贫困户的房子是否漏雨。雨还没停，他们就打着
雨伞，趟着泥水，挨家挨户查看贫困户的房子情况。

扎根农村，侯有兵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让村里的群众早
日脱贫致富。

2016年五六月份，正是为贫困户建档立卡的紧张阶段。
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侯有兵和村干部每天工作20个小时，有
时候还要熬通宵。这期间，他一次家也没回过，去县城开过三
次会，每次都路过自己的家门口，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一次
也没进去。4岁的儿子实在想爸爸了，就打开手机视频和爸
爸说说话。可还没说上几句，侯有兵就匆匆忙忙挂断了。

两个月前，儿子得了肠梗阻住院。当时，侯有兵忙着
搞“六改”，妻子几次打电话让他回去，他硬是没有回去。

村民张殿书 4年前租邻居 15亩承包地种植甘蔗和辣
椒，由于缺乏技术，地里老是发生病虫害，作物产量极低，
年年赔钱。再加上妻子常年有病，张殿书家成了村里的贫
困户。为帮助张殿书摆脱困境，侯有兵从睢阳区农牧局请
来农业专家袁培祥，担任村里的常年技术顾问。在袁培祥
的指导下，张殿书的辣椒产量很快上去了，甘蔗也获得了
大丰收，眼瞅着就能脱贫。

可是有了产量，销路又成了问题。侯有兵又多方打听
帮他找销路。听说开封有专业经销甘蔗的商户，侯有兵就赶
快过去，把商户引荐到乔楼。在他的引荐下，每到甘蔗季，开
封商户就到张殿书家的地头，以超过当地零售的价格全部收
购。去年，仅甘蔗一项张殿书的纯收入就达一万多元。

在侯有兵等人的帮助下，村里好几户贫困户都和张殿
书一样，依靠科学种植摆脱了经济困境。现在，乔楼村通
过土地流转，辣椒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成为全
村重要的经济来源。

四年的时间，乔楼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村里村
外铺修了2300多米的水泥路，村里建起400平方米的村室、
三个公共厕所、一个标准化的村卫生室，所有贫困户的房子
整修一遍，村里的扶贫车间已经建成，留守妇女马上就能实
现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如今，侯有兵已经成为村民们心目中的亲人。一到饭
点儿，大家争着拉他到家里吃饭。很多老年人把他当成自
己的儿子一样，见面就想和他聊几句。侯有兵说：“一想到
村民们对自己的认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7

“孝善基金”+“孝善文化”开启商丘养老扶贫新模式

孝善文化助力养老扶贫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5月 18日，记者
来到刚刚投用的商丘市首座园林式公园——香君公园。
只见这里风景优美，古典气息浓厚。园内，不少市民携家
带口在此游玩。

香君公园位于商丘中州路与香君路交叉口东南角，占
地约 15.8亩，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园林式公园，具有浓厚的
古典艺术气息。公园设计理念围绕香君的故事贯穿整个
园林，故名香苑。整个香苑将媚香阁、翡翠楼、长坂桥、桃
花扇亭等建筑，体现香君生平的重要元素融入设计中，作
为整个公园的骨架，选用香君生平五个典型的故事线贯穿
全园，与园区的连廊、壁画、楹联、桃林、竹林、假山和园林
小景、挂灯等艺术精品融为一体，供游人观赏。

“以绿荫城”，近年来商丘市在公园绿地建设方面下大功
夫，突出商丘特色，按照因地制宜、生态持续、丰富色彩、提升品
质的原则，着力打造一批集景观绿化、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功
能于一身的公园绿地，使城市功能更加健全，人居环境更加优
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7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5月19日，由中国
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土壤
调理与修护高层论坛和学术研讨会议”在商丘召开。

来自农业农村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中国农科院、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省土壤调理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单位的 60余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农村专业
合作社、农场、土肥系统代表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当日，与会人员先后到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五里杨西
瓜种植合作社、柘城县齐台镇无公害葡萄园，现场观摩由
省土壤调理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最新科研成果
Agri-star松土促根剂的施用效果。施用的耕层剖面要比
未施用的根系多、长，土壤疏松，潮湿，而且经济作物果实
大，枝叶繁茂，大大提升了产量。

会上，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
高祥照、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中国热带科学院
南亚作物研究所所长徐明岗等著名学者作了精彩报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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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路上“拼命三郎”

在扶贫工作中，农村独居贫困老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

群体，一方面，他们确实贫困，另一方面他们中很多人子女有

房有车，日子过得滋润，却把年迈的父母推给政府。这样的

老人到底该不该“扶”？具体怎么“扶”？

为解决这一“症结”，商丘市按照“子女尽孝、社会善助、

政府引导、家庭为主、村民自治”的原则，积极推广“子女自愿

交纳赡养费+财政补贴+帮扶单位资助+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捐助”的孝善敬老模式，把“精准扶贫”与“孝善文化”有机结

合，建立健全正面激励、道德约束、示范带动、舆论监督，引导

子女主动承担赡养老人义务，让农村贫困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让贫困老人“手里有钱花”

“李大爷，这个您拿好，这是您这个季度的孝善基金
1650元。”5月 15日，虞城县稍岗镇韦店集村干部将孝善基
金送到村民李金相手中。

今年年初，虞城县在所有行政村成立扶贫孝善基金会，
设立孝善基金。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60岁以上（含 60
岁）老人，由其子女为老人缴纳赡养费，具体金额由子女自
愿。赡养费先缴纳给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根据子女缴纳的
金额，政府补贴缴纳额的 10%，最高每月补贴不超过 50
元。然后由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按季度将赡养费连同补贴资
金一并发放给60岁及以上贫困老人。

李金相今年61岁，是2014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三
个女儿。今年年初听说村里成立孝善基金会，三个女儿各自
将500元赡养费缴纳到村孝善基金会里，加上政府配套补贴
的150元，李金相一共拿到1650元的孝善金。“这政策真好，
政府不光帮我们脱贫，还让儿女更孝顺了。”李金相笑着说。

据介绍，孝善基金成立的初衷是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
务,让独居贫困老人重新融入家庭。目前，商丘市已成立村
级孝善理事会2340个，募集孝善基金9112万元，受益贫困
老人户46372户。

虞城县刘店乡毕营村前卢楼村贫困老人张时珍告诉记
者，他有两个女儿，听说孝善基金会成立后，她们立马就拿
出了1500元。

“俺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条件也不好，听说缴
纳赡养费，两个儿媳妇一点都没犹豫，在全村率先交了第一
个月 200元的费用。”柘城县惠济乡金桥村 68岁的老人邱
建海说。柘城县的孝善基金面向全县农村 65岁以上贫困
老年人（病残老人放宽到60岁以上），其孝善款按每个子女
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标准，由其子女自主缴纳，统一上缴至
乡镇孝善养老基金账户，县、乡两级财政按照缴纳孝善基金
总 额 的 10%
进 行 补 助 ，
县 、乡 两 级
财政各承担

50%。各村从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惠民资金中提取部分资
金，用于支付孝善养老补助。

让孝善基金长久运转

孝善基金能否长久运转？又如何让群众信服？
据了解，一般村里的孝善基金会都由德高望重的村贤

担任理事长，慈善老人、孝心子女、爱心人士代表为理事，村
干部等人员都是基金会成员。基金会设有扶贫工作台账，
每一笔资金使用情况都有账可查，公开透明。

“管理这笔资金我是一点都不敢马虎，村民、理事会成
员、村干部都是孝善基金的监督人。”韦店集村孝贤基金理
事会会计蔡海军称，子女每次缴纳孝善金时都有一张表，详
细记录了村民缴纳情况，而且每个季度都会在村里张贴公
告公示，发放时贫困户老人要签字才可领取。

建立台账有力监管。乡、村设立孝善养老扶贫工作台账，
建立定期检查和调度制度，做好备案台账，力争对所有子女有
赡养条件的贫困老人不落一人，推动孝善养老扶贫工作的全
面覆盖和有效运行。乡、村“孝善基金会”加强对“孝善基金”
和“孝心赡养金”的账务管理和监督检查，搞好公示公开，阳
光操作，确保资金透明、安全、高效，钱清账明。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乡、村多渠道筹集孝
善养老基金，除上级补助外，通过各级专项资金解
决一点，扶贫产业项目收益一点，发动企业资助
一点，帮扶部门赞助一点，爱心人士捐赠一点等
多种方式，逐步建立孝善养老工作可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虞城县稍岗镇政府建立了一种
特殊的长效机制。镇政府向社会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等募集了社会基金200余万元，一
部分用于村容村貌建设，一部分用于孝善基
金。这笔孝善基金则用于雇佣村里贫困户
去照顾村里贫困的独居老人，既帮助了贫困
户脱贫，又让独居贫困老人老有所养。

“孝善文化”引领乡村正气

在宁陵县柳河镇张庄村的宣传栏前，一张光荣榜吸引
了众人围观。榜上详细列举了该村贫困老人子女缴纳的孝
善金额、名字等信息。

“光荣榜可管用，有的子女开始不掏钱，听说到时会张榜
晾晒，立即就补上了。现在大家都变自觉了，积极性也很高，
村里的村风民风比以前好多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广潮说。

孝善基金的运转不仅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还对那些
不孝顺的子女形成道德压力，促使他们尽到赡养义务。

为做好这项工程，商丘市各县（区）行政村通过广播喇
叭、宣传栏等媒介，多层次、全方位宣传孝善养老基金的意
义和作用，让广大老年人的子女自觉参与。同时，邀请“孝
文化”宣讲专家不定期举办“孝文化”讲座，在广大村民和贫
困户子女中扩大孝老爱老影响力。广泛开展孝老爱亲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和“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儿女”等先进典
型选树活动，设立孝善光荣榜，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倡
导孝老爱亲、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

贫困老人张时珍笑着说：“这个让子女对我们的关心更
多了，前段时间女儿还带我出去旅游，四处转转，感觉比以
前幸福很多。”

“孝善基金只是一个前期引导机制，目的是带动农村子女
对老人尽孝，不能因为老人是贫困户由政府帮扶，子女就不管
不问。”虞城县稍岗镇镇长杨保华告诉记者，如果贫困老人的
子女每月拿出 500元孝善基金，加上政府补贴，一年就是
4950元，既达到了脱贫标准，又能让老人感受家庭的温暖。

通过实施“孝善基金”，落实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
解决了贫困老人稳定脱贫问题，搭建了企业、爱心人士和社
会各界关心贫困老人脱贫的平台，有效解决了把贫困老人
推向政府养老的非正常现象，形成人人争赡养、户户当先进
的良好氛围。

目前，“孝善基金”已在全市乡村逐步推开，孝善文化在
商丘大地已蔚然成风。7

宁陵县柳
河镇张贴孝善
基金光荣榜，
公开透明

何为 摄

周庄美景周庄美景 余明波余明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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