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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马啸

原阳县路寨乡姚庄村 31 岁的贫
困户方晓阳（化名），上有体弱多病的
公公婆婆要伺候，下有年幼的一双儿
女要照顾，无法外出打工挣钱，生活过
得捉襟见肘。

7 月初，在离家不远的贾四村村
口，新乡市一铭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成
立，给周边群众提供了 120多个就业
岗位。一周前，经过培训的方晓阳正
式上岗，成为一名皮筋工序缝纫工，每
天可以加工2000多条女士内裤，计件
收入在80元以上。

“等到成为熟练工人，方晓阳每月
的收入平均在3000元以上，脱贫指日
可待！”据企业负责人李爱胜介绍，该企
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路寨乡党

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作为“回报”，企业
会通过解决就业、提供公益性岗位等形
式，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扶贫的同时扶产业，扶起产业助
扶贫。路寨乡乡长杜习敏告诉记者，
路寨乡先后发展扶贫车间 18个，注入
扶持资金 140万元，在助推企业做大
做强的同时，让企业发挥了良好的带
贫作用，累计为46名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带动 140户贫困户参与入股分
红，安置公益性岗位118个。

路寨乡用脱贫攻坚统领工作在乡
镇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各项事业得
到了全面发展：信访稳定持续好转，农
村人居环境在 13个乡镇办事处中变
化最明显，基层组织建设位居前列，农
村居民文明卫生、诚信意识明显增
强。作为曾经全县工业基础最差的乡
镇，路寨乡2017年度综合考核位居全

县第一。
路寨乡是原阳县的一个缩影。脱

贫攻坚工作，在原阳推动了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了各项民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推
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原
阳，脱贫攻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统
领作用越来越凸显。

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说，“围绕脱
贫，培育产业，谋划项目，发展经济”，
围绕脱贫，一年来原阳实施六类 663
个项目，带动6600户 21700人稳定增
收，做大做强了智能制造、家具家居、
中央厨房等产业，开创了原阳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经济社会发展不
断走上新台阶。1月~5月份，全县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22亿元，同比增
长31.8%，增幅居新乡市7县第一位。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7月 30日，记者从新乡县金融扶贫
服务中心获悉，金融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该县共计落实金融扶贫贷款 5590
万元，带贫1118户，全县贫困户覆盖率
达90.29%，位居全市前列。目前，贫困
户每月定期定额发放扶贫脱贫保障金
累计已达139.1万元。

新乡县副县长吴冰告诉记者，去年
8月，新乡县从合规性、安全性、流动性
和效益性等四方面入手，逐步建立完善

“四个体系”开展金融扶贫。
建立三级服务体系。成立了县、

乡、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体系，包括 1
个县级金融扶贫服务中心、8个乡(镇、
区)金融扶贫服务站和178个村级金融
扶贫服务部。目前，三级机构运行良
好，共筛选入库金融扶贫项目46个，涉

及一二三产等各产业。
建立信用信息评价体系。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信用信息按上级要求全部
及时录入上传，评价系统正常运行。与
此同时，在全市率先完成全县73000多
家一般农户的信用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100%完成市定目标任务。

建立风控体系。积极探索金融扶
贫的有效模式,设立县级风险补偿金
池,采用“政银企”“政银保”三位一体合
作模式, 合理配置稀缺资源，充分发挥
资源作用，产生最大化效益。“政银企”
采用企贷企还、联动带贫的方法，共计
落实金融扶贫贷款 4170 万元，带贫
834户。“政银保”模式共计落实金融扶
贫贷款1420万元，带贫284户。

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建立龙头型、
成长型和涉农型三个层面优质企业的金
融扶贫项目库，将金融扶贫和产业发展

有机结合，支持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
得益于金融扶贫贷款，神州精工、禾力能
源、威猛振动、汇丰铜业和视察种业等8
家带贫企业，均实现了快速发展。

此外，在当地人民银行及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通力配合下，全县各村均建立
金融扶贫档案台账，让每个村和一名银
行信贷员结对子，切实做到金融扶贫零
距离，及时满足贫困户的金融扶贫小额
信贷需求，确保金融扶贫惠及每一个贫
困家庭。

“剔除已标注预稳定脱贫 104户，
我县实际上已实现县域贫困户 100%
金融扶贫全覆盖，每个贫困户每月获
得200元~250元帮扶金。”新乡县县长
聂长明说，这样的“力道”还不够，下一
步，新乡县将继续探索完善“政银保”

“政融保”“政银企”等合作模式，推动全
县金融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

原阳县：脱贫攻坚助发展新乡县：金融扶贫“力道”足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退役军人事务
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

根据通知，从 8月 1日起，伤残人员（残疾
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三属”（烈士
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
抚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
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
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10%，在乡老复员军
人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
1200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
人每月 390元提高至 44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
中央财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
人每月 500元提高至 550元、参战参试退役军
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550元提高至
600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
月增加补助5元，达到每月35元。以上提标经
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提高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
恤金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80140元、77610元、
75060元，分别比2017年提高了7290元、7060
元、6820元。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曹良刚

7 月 29 日，商城县金刚台西河景区红军广场
上，数百名学生肃立在革命烈士周维炯雕像前，认真
聆听他的英雄故事。

如今，在周维炯领导商城起义、成立豫东南红军
和革命根据地的崇山峻岭间，崛起了一个远近闻名
的红色旅游景区。西河景区负责人江建军自豪地介
绍说，“红色遗存，成为景区最大的亮点，造福后人，
当可告慰英烈。”

与西河景区一山之隔的里罗城村，是全国首批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和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抗日英雄赵崇德、开国将军陈明义都是从这里走上
革命道路的。

离此40余公里，周维炯率部参加红四军改编的
灌河滩上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红军将士们当年奋勇
杀敌的黄柏山，在新中国成立后，三代林业工人咬定
青山不放松，这片红色热土上不仅孕育出全省森林
覆盖率最高、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林相最好、
活立木蓄积量最多的国有林场——黄柏山林场，还
变成了纵贯鄂豫皖三省的大别山旅游合作区。

大别山群峰叠翠，往日的穷山沟淌金流银，商城
县70个贫困村顺利脱贫，该县也先后荣获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美丽中国·全国创新示范县、中国最美
丽县、中国长寿之乡、国家级卫生县城、中国十佳宜
居县城等诸多殊荣。

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满怀敬仰地说，“红色基因
代代传承，激励着奋战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一线
的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创新干，一定要让80万老
区人民早日过上幸福好生活。”③9

7月 31日，南阳市民来到当地雪枫大桥下参观
瞻仰由画家郭一飞绘制的抗日名将彭雪枫等英烈的
生平事迹。⑨3 高嵩 摄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黄卫民

漯河市住建委二楼办公室里的电脑、
打印机都在，但使用它们的人已近半年不
见了。今年 2月 21日，积劳成疾的军转干
部、漯河市住建委城建科主任科员李国红
不幸因病去世，年仅 47岁。“我至今都不相
信这是真的。”7月 30日，城建科科长刘江
涛抹着眼泪说。

李国红是舞阳县人，2005年 10月从部
队转业到住建委工作，2011年任城建科副
科长。“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加班
加点从不讲条件。”刘江涛说。

李国红每年都参与拟定全市城建重
点项目计划，对全市工程推进情况进行督

导考核。曾在部队从事通信技术工作的
李国红通过自学成了城建科里的“秀才”，
每年 1000 多份报表、数据和文字材料都
出自他手。

李国红还负责市政工程扬尘治理等工
作，经常半夜带领小组成员对建筑工地进
行检查，检查结束通常在凌晨 2点左右，回
到家休息三四个小时，就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李国红从来没有
跟谁红过脸，但有一次他检查时发现一加
气站没有按规定对车辆漏气情况进行检
测，李国红发了脾气：“这可是‘定时炸弹’，
出了事谁来负责？”

任劳任怨、勇挑重担，李国红被评为河

南省城镇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先进个人、河
南省市政公用行业先进个人、全市城乡建
设系统先进工作者。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李国红最终因
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20年前，还在部队服役的李国红直到
结婚头天下午才匆匆从驻地赶回漯河，而
结婚当天下午，他又返回了部队。为此，李
国红一直对妻子深感歉疚。去年，他计划
带妻子去拍一套结婚 20周年纪念照，弥补
一下对妻子的亏欠。但是李国红却永远无
法兑现这个承诺了。

李国红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7月 20日，漯河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追授李国红为漯河市优秀共产党员。③4

用生命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任河南商南团委书
记，21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
长，牺牲时年仅23岁。这就是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
建人周维炯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周维炯，1908年生于河南商城上楼房（今属安
徽金寨）。1923 年入商城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读
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底受党组织派遣，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学习。1927年夏回家乡，以教书做掩护，开展
农民运动。后任商南团委书记。

1928年春，周维炯奉命打入丁家埠民团，从事
秘密革命活动。1929年在商城南部、罗田北部和麻
城东北部划为特别区时，周维炯任特别区委委员。
5月 6日参加领导以丁家埠民团为主发动的商南起
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他任师
长。他与党代表徐其虚率部打退地主武装和国民党
军多次进攻，壮大红军力量，发展农会和赤卫队，领
导创建豫东南苏区。后率部策应六霍起义，为红三
十三师和皖西苏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从1929年下半年起，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和红
三十一师紧密配合，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和
豫东南苏区的三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1年 3月在鄂豫皖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三
十四师的双桥镇战斗中，率所部第三十三团和第十
师第二十八团，迅猛插入国民党军指挥中心，使其指
挥失灵，对战斗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反对张国焘“左”倾冒险计划而遭诬陷。周
维炯 1931 年 10 月被杀害于河南光山新集（今新
县），年仅23岁。 （据新华社郑州7月31日电）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聂建武 程
一桐）7月 29日至 30日，纪念柴山保革命根据
地创建 90周年暨大别山精神研讨会在新县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嘉宾，在柴山保地区
工作过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通过实地观摩、交流
研讨等形式，追忆柴山保岁月，传承大别山精
神，凝聚新时代发展力量。

柴山保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在豫鄂边界大别山腹地建立的第一块革命
根据地。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长江北岸
率先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为党在华中腹地
构筑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为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保存了大别山区的革
命火种，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生动写照。③8

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标准再次提高

追忆柴山保岁月
传承大别山精神

豫东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周维炯

大别山群峰叠翠淌金流银
——革命英烈周维炯战斗地商城县探访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廖涛 谭金富

“四千袋香菇一季下来需要注水三次，每
次注水，正常人两天就能干完，我没有4天弄
不完。”7月 30日，在南召县四棵树乡神仙崖
村，村民蒋少明向记者演示如何用一只手完
成给香菇注水的工作，只见他先将香菇袋子
取下来放到地上，用脚固定好，再将注水针头
插入袋中，注完水后再一袋袋放回架子上。

今年 63 岁的蒋少明是一名退伍军人，
1985年光荣复员回乡后，被镇平县一家私营
企业聘为汽车司机，每月800元的高薪，小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他不幸遇到车
祸，右胳膊被齐根切断。

“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命保住了，可心
死了。”蒋少明说，他多次产生轻生念头，都被

妻子发现并阻止了。一次在整理物品时，他
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退伍军人证。“那张退伍
军人证像给了我一拳，一下子把我打醒了。
军人永不言败，不畏惧，不退缩，不当懦夫，才

是军人本色！”从那时起，蒋少明慢慢走出了
心理阴影。

2015年，南召县打响脱贫攻坚战，蒋少
明家被确定为低保贫困户。他发誓一定要自
立自强创业致富，力争早日摘下贫困帽。蒋
少明利用到户增收项目扶持资金5000元，开
始尝试种植香菇。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采集原料，每次上山砍柞木，他一只手砍
完，花费很大力气才能打成捆，再拉到地势
高的地方，然后借力挑上肩。装锅、注水、打
眼……对他来说都是高难度的动作。老天
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他靠
香菇收益 1 万多元。除了种香菇，他还养
猪、养鸡、养鸭增加收入，2017 年纯收入达

到 2 万多元，远远高于当年贫困户脱贫标
准，他家率先脱贫。

甩掉贫困帽子后，蒋少明主动向贫困乡
亲伸出援助之手。贫困户廖永勤想向他请教
香菇种植技术，蒋少明毫不保留地悉数传
授。为保证菌棒彻底灭菌消毒，蒋少明守在
锅炉旁帮助他烧了一天一夜。村里低保户王
保太想喂养本地黑猪，一时凑不够钱，蒋少明
二话没说借给他1500元。

“蒋少明早年当过兵，在军营度过了激情
燃烧的岁月，回乡务农后，仍怀有一颗滚烫的爱
心，帮助困难群众贷资金、选项目、学技术，带动
群众脱贫，在脱贫攻坚中重新绽放芳华。”神仙
崖村党支部书记廖永生评价说。③6

漫洒丹心绽芳华
蒋少明早年当过兵，在军营度过
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回乡务农后，
仍怀有一颗滚烫的爱心，帮助困
难群众贷资金、选项目、学技术，
带动群众脱贫，在脱贫攻坚中重
新绽放芳华。

神仙崖村党支部书记 廖永生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
标准、“三属”定期抚
恤金标准、“三红”生
活补助标准，在现行
基础上提高10%

10%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中石化中原油田柳阳居民管理区组织复员退伍军人开展“难忘岁月征文”、回忆军旅生涯小聚会等活动，
受到社区老兵的欢迎。图为7月31日，家住濮阳市天然小区的几位老兵聚在一起，讲述当年的故事，展示自己的军功章，共忆当年峥嵘
岁月。⑨3 范兆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