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杨振辉

霄山，因山势险峻，有直入云霄之势而
得名。淅川县上集镇关帝村 213户人家就
散落在霄山的 20 多个沟沟汊汊里。不通
路、不通水、不通电，虽离县城仅十几公里
远，很多人却没去过县城。

多少年了，关帝村几乎与世隔绝。如
今，这个小村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架桥、修
路，出行不再难；打井、铺管，清水送进户；光
伏发电、赤松茸种植、扶贫车间，产业多元
化，群众收入节节攀……

“关帝村的变化，得益于县委办驻村第
一书记赵广奇。”关帝村村委会主任曹国中
感激地说。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后，淅川县选派
137名“第一书记”进驻贫困村，成立 176个
驻村工作队，4850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实
现贫困户帮扶全覆盖。2015年 6月 18日，
55岁的赵广奇翻山越岭来到关帝村。

“贫穷、落后。农民生活得十分艰辛！”6
月初，初夏的炎热袭人。在关帝村党群服务
中心，老赵的眼神中仍带着惊诧和怜悯：“村
里的贫困户相当一部分没有劳动能力，即便
上了产业，他们也干不了呀……”

有没有一种产业，能一次投入、长期受

益，让贫困户“不劳而获”呢？驻村后的很长
时间，老赵一直在琢磨，可脑子就是不开窍，
心里没谱。

一天晚上，当从电视上看到辽宁、安徽
等地光伏发电项目让群众增收时，“我来劲
了，立即学习国家扶持新能源产业的优惠政
策，兴奋得一夜没睡！”老赵激动地站起来，
撸着袖子说。

在县里的支持下，2017年初夏，老赵带着
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到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考察。“晒晒太阳就能挣钱，可中！”“种下‘懒庄
稼’，也有好收成，真好！”大家纷纷赞同。

县里划拨 50万元专款，支持关帝村先
行先试。

等到动起真格的，群众却又顾虑重重
了。“没见过，咱可不敢冒失！”“到底收益咋
样，能赚钱不？”动员会上，老赵口干舌燥地
讲，可是群众中还有很多人心存疑虑。

第二天，老赵动员村干部先干，每户 1
万元，自己又从工资中取出4万元补贴给大
家！“这么好的产业，我就不信推广不开！”老
赵说这话时，掷地有声。

一周后，该村15KW居民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成功并网。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省深
度贫困县，这是淅川历史上首次“借光”赚钱！

“这一天，县委书记、县长来了，县扶贫

办主任、镇领导也都来了，全村 900多人都
到了现场。村委会的小广场里三层外三层
被围得水泄不通。”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赵眯
着眼、笑着说。

在随后的 3个月，关帝村共建成小型光
伏发电站 4个，装机总容量 1100KW，实现
了村内贫困户全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须基算了一笔账，他
家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5千瓦，年总发电量
约 6000千瓦时。“每 1千瓦时可获国家补贴
0.359 元 ，全 年 2154 元 ；按 每 1 千 瓦 时
0.3675 元向国家电网售电，收入 2205 元。
一年下来，就是4000多元。”

阳光变财富，该村的光伏扶贫照亮了全
县的光伏扶贫路。按照每家贫困户对应 5
千瓦的建设标准，淅川县共建成地面村级光
伏电站 104 个，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331
个，总装机容量47兆瓦，全年预计发电量超
过6000万千瓦时，带动9400户贫困户年均
增收3000元，连续受益 20年。光伏发电已
成为无劳力、无资源、无稳定收入的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阳光银行”。

进入 2017年 10月，村民们开始收获红
薯。老赵又开始琢磨，这次他倒开窍很快：

“这里盛产红薯，如果把这些无公害优质红
薯加工成红薯干、红薯豆卖到山外去，群众

收入肯定成倍提高。”
一番调研后，老赵说干就干。在他的

奔走下，一个总投资 380 万元的扶贫车间
终于竣工投产。从清洗、剥皮，到切片、烘
干，全套设备俱全。“烘干后，500公斤鲜红
薯能出 50 公斤红薯干，色泽自然金黄，口
感非常好，是绿色健康的食品！”正在打包
作业的贫困户冯玉梁说。过去 5公斤鲜红
薯卖不到 10 元钱，现在经过加工能卖 20
多元。

“不只是红薯，土豆、萝卜、南瓜、豆角
等，都可以进行加工。”老赵说，还包括最近
正在尝试发展的食用菌——赤松茸。

顺着老赵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片生机
勃勃的田野：十几亩试种基地里，赤松茸长
势喜人，密密匝匝地铺满了农田。几位村民
正在忙着采摘、装筐。

老赵说，种植原料除了菌种，就是玉米
秸秆，不用添施任何化肥，也不用喷洒任何
药剂。一亩地成本 4000 元，亩产量可达
4000公斤，从种植到采收需要 4个月，1公
斤鲜赤松茸能卖 20元，干的可卖到 400多
元，亩收益能达数万元。

“这么好的产业，我就不信推广不开！”
对于这个即将进入推广阶段的新的脱贫致
富项目，老赵信心满满，底气十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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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点

我不信好产业推广不开
——淅川县驻关帝村第一书记赵广奇扶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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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打招呼式”调研

百姓故事

议论风生

来函照登

□申国华

据报道，前不久,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20 位领导认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开展“深入贫困地区

解决群众问题”专题调研。每位省级领导负责两个贫困

县，走访 4 个以上贫困村和 10 户以上贫困家庭。任务明

确要求：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

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上级到基层调研，不同的调研形式和方法，不仅直接

关乎调研效果，而且还能反映出领导工作作风是否务

实。群众最反感那种“打招呼式”调研。有的领导下去调

研，往往“兵马未动，电话先行”，习惯于提前给下级打招

呼。被调研的地方为了迎接领导调研，早已拟制出调研

的“脚本”，制定出调研路线图，精确到几点几分到哪儿、

参观什么、听谁介绍、停留多长时间，几点几分离开此站前

往下一个什么地方、听谁介绍，等等。这样提前安排甚至

导演好的所谓调研，虽然省时、省力、省心，也能收到一定

的效果，但也存在极大的弊端——就是不能很好地接地

气，难以客观、全面、准确、辩证地了解基层的情况。

事实证明，只有深入实际，变“走马观花”为“下马观

花”，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因为，为了应对“打招呼式”

调研，下级会盯住调研“做工作”。一些基层干部往往不是

实事求是汇报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上级领导看精心粉饰

过的“示范点”，座谈只挑训练有素的“专业户”，用已经装

饰过的“门面工程”“形象工程”来显示自己的“政绩”。而

对于潜伏的、隐形的问题，则会有意无意甚至专门刻意地

让上级领导“看不到”“听不见”，致使领导不能了解基层实

际，进而作出不切实际、脱离实情的判断和决策。

减少甚至杜绝“打招呼式”调研并非难事。胸怀一切

为了人民的初心，少些小我利益的考量，多些群众冷暖疾

苦的关切，自然会有正确的了解基层情况的方式。3

连线基层

“小眼镜”并非小问题
房子缩水二十余平方米
房地产公司竟不给补偿

直击现场

近日，笔者到乡下采风，正巧碰上村里举办“垃圾不
落地从我做起”的宣传活动。许多村民纷纷表示：今后一
定自觉做到“垃圾不落地”，保护好村庄的环境。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许多村庄都
在固定位置放置了垃圾桶，聘请保洁员每天定时清扫、清
运垃圾，村庄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一些村
民由于卫生习惯差、环保意识差，仍习惯于乱扔垃圾，时
常把生活、生产、建筑类垃圾随处乱丢。有的村民甚至错
误地认为，反正有了保洁员，垃圾乱扔更无所谓了。

治理乡村环境，改变村民长期以来的不良习惯很重
要。因此，笔者以为，各村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对那
些能自觉做到“垃圾不落地”的村民给予适当表扬和奖
励，对那些乱丢垃圾的村民，除了教育引导外，应给予适
当批评。从而让每位村民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营造出人人讲卫生的良好氛围。3 （廖卫芳）

随着近视发病日趋低龄化，青少年视力问题备受
关注。目前,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人，其中高中生和大
学生的近视率分别约为 80%和 90%，初中生约为 60%，
就是小学生近视率也达30%左右。

“小眼镜”增多，除了遗传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外因造
成，如近距离用眼、长时间用眼、课桌椅高度不合理、阅读
字号不合格、户外运动量不够等。“小眼镜”不仅影响到个
人的生活，而且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据媒体报道，
在每年的飞行员招生中，有许多中学和大学甚至一个班
级里都难以招到一个合格的学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既靠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也要靠高科技。许多高精仪器
专业和高科技领域对视力的要求都比较高，然而由于视
力不达标，众多有志向者不得不遗憾地转而它求。这种
遗憾，不只是带给个人的，也是带给国家和民族的。

“小眼镜”并非小问题，绝不可小视，预防“小眼镜”已
迫在眉睫。有关部门应及早进行顶层设计，把预防“小眼
镜”作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战略，高
度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得力措施，阻止由于后天原因造
成的“小眼镜”问题，让“小眼镜”不再增加、不断减少。3

(李方向)

6 月 3日，走进临颍县王岗
镇北村贫困户杜小静家，看着杜
小静微笑的面孔，县实验中学陈
晓娜老师忍不住连连赞叹。

陈晓娜是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帮扶志
愿者。今年初，她应邀到王岗镇
作讲座，身体残疾的杜小静是听
众之一。交流中，陈晓娜发现杜
小静文笔好，便鼓励杜小静多写
作，并将杜小静写的小诗发在了
一个近 500 人的微信群中。“厉
害”“棒棒哒”……众多点赞让杜

小静喜出望外，他的激情一下被
点燃，短短半年竟创作出近八十
首诗歌和两篇小说。

“陈老师，这可多亏你和大
家的鼓励！以前我确实没心
情。现在不一样，感觉心中充满
希望！”杜小静说着，将刊有他诗
稿的《文学百花苑微刊精选》递
给陈晓娜看。

接着，陈晓娜又去台陈镇水车
梁村看望刘丽焕。由于从小失去
母亲，家庭贫困，毕业后一直没找
到合适的工作，刘丽焕变得敏感内

向。这引起了镇村干部的注意。
一见面，陈晓娜便与刘丽焕握手：

“现在基层缺人才，你适合考公务
员或特岗教师，我是教师，咱俩加
个微信，回头我把特岗教师还有公
务员考试信息发给你。”陈晓娜的
鼓励让刘丽焕备受感动。

“像小杜、小刘，他们之前都
比较自卑封闭，我们心理工作者
的任务就是发现他们的特长，让
他们被关注、被欣赏，重拾生活
的信心。”陈晓娜说。

扶贫先扶志。今年以来，临

颍县把“心理帮扶”作为脱贫攻
坚的工作之一，招募了 160名心
理帮扶志愿者，分成 16个组，对
应全县首批筛选的 115 户心理
存在一定问题的贫困户。除集
中开展心灵关爱讲座外，志愿者
还利用周末时间入村到户，以

“一对一”“多对一”的方式对他
们开展心理疏导、爱心帮扶。

志愿者团队负责人陈华智
说，今年以来，该县已开展心理帮
扶活动200多场次。3

（韩静）

我叫王园园，老家平舆县，于 2017
年 4月 1日与驻马店开发区御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
买该公司开发的门面房一套，合同约定
建筑面积为 171.4 平方米，交房时间为
2018年 4月 30日。

可到交房时一看，发现房屋建筑面
积只有 150平方米，而且户型与合同约
定的根本不一样。此种情况，该公司在
交房前根本没与我沟通。由于建筑面
积相差 20多平方米，此后我曾多次找
该公司反映，要求给予协商解决。

尽管该公司承认房屋实际的建筑
面积与合同约定的存在较大误差，过错
和责任确实在该公司，可就是迟迟不拿
出解决办法，不给我以任何补偿。为
此，本人借贵报一角呼吁一下，以期引
起驻马店市有关部门重视，尽快给我一
个合法合情合理的说法。3

我叫贾团，住鲁山县东关明都花园
小区。这个小区的许多住户都是在
2014年办理的房权证，当时还没有不动
产登记中心，所有手续、证件都是房管局
办的。按规定，购房时我们都交纳了契
税、维修基金等，后办理了房权证。

可今年初，当我准备卖房时，却发现
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不能办理过户交易。
工作人员的理由是，我们小区是划拨土
地，房产开发商没交纳土地出让金。

房产开发商交没交纳出让金，我们
普通百姓并不清楚。但我们清楚：购房
时有购房发票，交契税时有契税发票，交
维修基金时有维修基金发票，交测绘费
时有测绘费发票。我和许多小区住户一
样，是依法购买房屋的。而现在，我怎么
就不能依法交易呢？3

我的房子
为何不能过户交易

临颍有群心理帮扶志愿者
让村民养成
垃圾不落地的好习惯

汴京公园是开封市对公众免费开
放的活动场所，每天前来锻炼身体的
市民很多。可是，6月 4日一早笔者看
到，穿越公园的景观河有点大煞风景，
不但水面漂浮着水藻、垃圾等，而且河
床污泥裸露。在此锻炼的市民不时会
闻到从河里飘来的臭味，都期盼有关
部门尽快给予清理。3 靳国良 摄

5月底 6月初，南召县太山庙乡政府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对辖区内的鸭河口水库及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对非法建
筑进行拆除，确保一库清水。3 徐培 摄

整治水库环境 确保一库清水

这条景观河该治理了

“风”聚崤函的新能源之路
——河南省最大山地风电场全部并网发电

□崔宏亮

“合闸”，一声令下，2018年 5月19
日 20时 58分，大唐陕县东村风电项目
#36风机开始运转，至此，这个风电场
56台风机全部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原
地区容量最大的山地风电场全面进入
试运行阶段，大唐河南清洁能源公司再
次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成果。

崤山之麓，函谷之旁，东村风电场
共建设33台单机容量3兆瓦风电机组
和 23台单机容量 2.0 兆瓦风电机组，
总装机规模 14.5万千瓦，跨度达 15公
里，预计每年上网电量达 30254 万千
瓦时，可为国家节省标煤9.59万吨，减
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 19.71
万吨，减少灰渣3.58万吨，减少二氧化
硫（脱硫 80%）废气排放 358吨，减少
二氧化氮排放 717 吨，每年还可节约
淡水86万平方米。

这个由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投资建
设的项目。开工建设伊始，便受到省、
市、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
各级领导经常到现场查看项目进度，
帮助协调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
难。大唐“豫风人”牢记大唐使命，砥
砺奋进，在西北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
司、河南银河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协作

下，大唐陕县东村风电工程建设得有
声有色。

在沟壑纵横的丘垣上进行风电项
目建设，难度令人生畏。

大唐陕县东村风电场 56 台风电
机组遍布三门峡陕州区 4 乡 25 个村
中。当地村名之中多含“崖”“洼”

“沟”等字，凸显了当地地形的复杂。
一台风电机的总重就有 200余吨，单
片风叶长达 59.5 米，而风筒长达 90
米，竖起来有近 30层楼高。要将这些
设备运输到这些曾经没有路的地方，
其工程之艰、运输之难、风险之高可想
而知。

除了地形等客观因素影响之外，
当地群众对风电的不理解，也成了影
响工程建设的绊脚石。部分群众认为
风机会影响生态环境，风机下的麦田
不出穗，风机旁的猪窝不下崽。在这
种思想下阻工对工期的影响短则一两

个月，长则三五个月。为了克服这种
困境，清洁能源公司工程部、东村项目
部工作人员和政府协调人员积极与群

众沟通，用科学原理向群众解释风电
工作原理，消除群众的疑虑，讲解风电
的好处以及风电不会对村民生产造成

影响。除了苦口婆心的讲解，清洁能
源公司更用行动证明国企社会责任担
当，修建进场道路时利用并改造农村
生产路 30余公里，为常年不通水泥路
的村子修路两公里。

为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克服运
输过程中坡度较大、天气因素影响，
清洁能源人创造性的为每台风机的
不同部件的运输“私人订制”，通过制
做大件运输卡、修建“之”字形道路、

“前拉后推”提供巨大牵引力，应用特
种装载机等方式将大型设备安全运
输到位，为风机吊装、及时并网发电
提供保障。

为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大唐河
南清洁能源公司党委充分发挥党支
部在工程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工
程建设之初即在公司工程一支部成
立了党员突击队，在支部书记杨绍
峰、宣传委员贾晓红的带领下，模范

党员谢玉峰发扬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带着三名“工程新兵”，与当地政
府、村民协商，调整进场道路的走向
和位置，在满足大件运输要求的情况
下，尽可能多的利用生产道路，少占
用耕地，并将道路尽可能靠近偏僻的
村庄，造福村民。

作为河南风电的先行者，豫风团
队在成立之初骨子里就透着敢于较真
的豫风精神。图纸会审、技术核定、建
场施工；监理部、施工单位、设计单位
四方六家单位人员齐聚一起，共同探
讨方案持续优化。无一不凝聚着风电
人的智慧。东村风电场风机机位微观
选址，如何实施？各方人员共同“较
真”了起来，先后 13次实地勘探和技
术论证，最终优化了 9台零星布置的
风机机位,道路长度较设计减少 12公
里，费用降低 960万元；道路征租地较
初设减少 180亩，费用减少 900万元；
总造价降低 1860万元，风机年利用小
时数增加46小时。

夜晚，刚刚并网的风机静静地矗
立山间，奋力的划出它生命中的每一
圈，山脚下村庄错落有致、灿若星河，
小家幸福美满，这是对大唐“豫风人”
的一种褒奖，是对大唐践行企业使命，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最好诠释。

沐浴在阳光蓝天下的大唐河南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睦风风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