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052018年 10月29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恒昀 沈剑奇 郭北晨 美编 张焱莉

●● ●● ●●

在河南省商城县陶家河畔，有一
条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道路——
赵崇德大道，商城县人民以这种方式
纪念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抗
日英雄赵崇德。

赵崇德，原名开奎，又名宗德，出
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伏山乡七里山村，
他自幼聪明灵巧、秉性刚强，曾入学
就读两年，后因家境困难辍学。

1930年秋，赵崇德参加红军，被
编入红4军 10师 28团当战士。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赵崇德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赵崇德担任八路军第 129
师 769团 3营营长。

为配合忻口战役，第 129师师部
命令第 769团袭击敌人阳明堡机场，

769团决定把袭击飞机场的重任交给
第 3营。1937年 10月 29日晚，赵崇
德率领第 3营西渡滹沱河，直扑阳明
堡日军飞机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战斗，击毁停机坪敌机 24架，歼灭日
军 100 余人。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
退的时候，身中数弹牺牲。

赵崇德机智果敢，身先士卒，并以
夜间作战和近战见长，他率领的营曾
被授予“以一胜百”锦旗。八路军第
129师师长刘伯承称赞夜袭阳明堡战
役：“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
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赵崇德名列其中。

（据新华社郑州10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赵春喜

10 月 24 日，周口市沙颍河风景
区，波光潋滟，花木葱茏，休闲的人们
徜徉其中，感受着岁月静好。

作为传统农区，周口撤地设市较
晚，基础差、底子薄、短板多，城市建设
长期滞后，“脏、乱、差、堵、污”，一度是
中心城区留给人的印象，本地人吐槽，
外地人摇头。

“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
城。”去年，周口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
民庄严承诺。

为了这庄严承诺，借助百城提质
和文明创建工作机遇，围绕打造“满城
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中原港
城的城市发展定位，周口打响了建市

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建设大会战。
“两违”（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如

毒瘤，悄无声息侵蚀着城市肌体；棚户
区如伤疤，直接影响到居民生活感
受。硬起手腕重拳治理“两违”，以人
为本对城市进行“双修”，人们渐渐发
现，街道变宽了,路两旁齐整了，街头
游园、绿地多了。周口市启动实施史
上最大规模的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涉及 183 个村和社区，7 万多户 24 万
余人，为了让征迁群众早日住上房、住
好房，按照“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环境
优美、配套齐全、宜居宜业”的标准，安
置区塔吊林立，施工正酣。

相伴而行的还有城市大环境的改
善。中心城区7条水系治理，沙颍河风
景区一、二期工程，3600亩水面引黄调

蓄工程，5000亩森林公园、6000亩建
业绿色基地、1200亩铁路主题公园建
设，还有周口大剧院、国防人防教育
园、关帝庙广场等一个个高品质的大
手笔项目，让市民对“满城文化半城
水”的诗情画意、秀美图景充满期待。

城市因产业而兴，产业也因城市
而强。依托沙颍河航运和周口港建
设，周口市把临港经济作为转型发展
引擎，创建国家多式联运枢纽试点城
市，“中原港城”随之声名鹊起，众多知
名企业慕名而至。安钢产能置换、葛
洲坝再生资源等一批项目也已落户临
港产业园区，临港经济风生水起，开放
的周口正在实现“黄土经济”向“蓝水
经济”的转型发展。

周口素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美

誉，文化底蕴厚重，现代化城市建设不
能丢了文脉传承，更需注入时代文明气
息。“五城联创”，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与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一起推进；“周口好人”“周口
道德模范”评选让大家见贤思齐，文明
社区、文明校园等“文明细胞”创建花开
满城，“德润三川”“周口人讲周口故事”
系列宣讲春风化雨浸润心田……

就在前不久的全省百城建设提质
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地观摩中，周口

“城变”让观摩团成员“眼前一亮”，连称
“变化很大”。“一年一变样，三年上台
阶，五年大发展”，兑现“请君再看周口
城”的承诺，一些变化已经呈现，更大的
变化还在后面，请君拭目以待。③8

大美周口芳姿初绽
夜袭阳明堡的抗日英雄赵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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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曹良刚

赵崇德广场、赵崇德大道、赵崇
德故居……

在这个爆发商城起义，诞生了河
南省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
红军第 11军第 32师，建立了河南省
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赤城县
苏维埃政府，开创了河南省第一块革
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革
命战争年代 10余万儿女投身革命、8
万英烈献出宝贵生命的大别山腹地
小城商城县，抗日英雄赵崇德是一个
让人们永远难忘的名字。

“1937年，赵崇德率领八路军一
个营为突击队，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
场，炸毁敌机 24架，创造了现代战争
史上步兵打飞机的奇迹，电影《夜袭》
展现的就是赵崇德和他的战友们的
英勇故事。”10月 27日，商城县革命
烈士陵园内的赵崇德广场上，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者，正给几位中学生讲解
先烈的事迹。

在距县城 10余公里的商城县西
河景区红军广场上，参加红色研学旅
行的数百名信阳市第三小学的小学
生们，在赵崇德烈士雕像旁久久驻
足，倾听讲解员讲述英雄的故事。

西河景区负责人江建军告诉记
者，自去年开始组织红色研学至今，
景区已经接待中小学生2万余名。

赵崇德出生的商城县伏山乡七
里山村新塘湾，是一个群山环抱，碧
水映衬的美丽小村庄。“我们正在筹
划修复赵崇德故居，将其打造成红色
教育的重要基地。”伏山乡党委书记
李献林说。

改革开放40年来，赵崇德的故乡
早已是旧貌变新颜，美丽乡村一个比
一个耀眼，农家饭店、乡村民宿、观光农
业、体验农业，一家比一家夺目，坚持走
差异化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伏山乡成
为全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乡镇。③9

英雄永在民心中
——著名抗日英烈赵崇德故乡商城县寻访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候鸟南迁
过境河南的高峰期。10月 28日，
记者在中牟黄河岸边看到，随着
黄河两岸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
雁、灰鹤、大白鹭、白眼潜鸭等数
十种迁徙候鸟纷纷在黄河滩区湿
地上觅食，在水面上嬉戏。⑨6

黄河岸边秋水长

候鸟蹁跹归南方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任学军 蒋士勋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荥阳突出党
建引领，始终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抓
党建促脱贫”工作思路，在基层党建与
脱贫攻坚结合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基
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强化党员队伍建
设，发挥党建扶贫的核心作用,全力构
建“抓党建促扶贫”的战略支撑。

党员干部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10月金秋时节，在崔庙镇郑岗村
的丘陵、山坳里，火红的柿子便成为山
村一道亮丽风景线。郑岗村柿子文化
旅游体验月里，村民们用火红的柿子
和甜蜜的笑脸向前来游玩、采摘的游
客展示着脱贫攻坚带给他们的累累硕
果。激活南部山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这盘棋的，正是派驻该村的荥阳教体
局的“第一书记”。

郑岗村是省级贫困村，自然资源匮
乏，农田水利设施欠缺，基础设施落后，
群众发展意识薄弱。派驻该村的教体
局的两任“第一书记”，以郑岗柿子之乡
资源为切入点，以塔山历史底蕴和柿子
文化为源头活水，把产业扶贫和项目推
进作为解决贫困群众现状的首选路径，
联合镇政府和市扶贫办帮助村民发展
柿子产业，并不断拉大产业链条，开发
观光休闲、农事体验、体育旅游项目，连
续四年举办柿子文化旅游体验月活动，
推出了一届比一届“热闹”的万“柿”如
意产业富民大戏。

“第一书记”冲锋在前，村里 1000
多户群众内生动力被极大激发出来。
他们邀请中原智谷中国青年博士联盟

农业专家对本村资源进行分析论证，确
立了孕育林业种植、绿化荒山的发展新
思路。以柿子产业为龙头，各种农作
物、经济作物齐头发展的“花果山”的美
好形象，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荥阳，这种冲锋在前、全心全意
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的党
员干部还有很多。荥阳大力实施“挂包
驻联”帮扶工程，建立健全常委分工负
责、市四大班子领导分包联系点、党建
促脱贫的机制。市委书记带头，县处级
领导挂点，40个市直单位包村，近千名
副科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分包贫困
户。党员干部一人联一户，驻村第一书
记脱离单位一心一意驻村帮扶，压茬轮
换。荥阳建立乡镇党委政府、脱贫责任
组、市脱贫攻坚督导组、驻村工作队（第
一书记）、村“两委”五支队伍责任融合
机制，确保扶贫政策落地、责任到人、帮
扶到户。深入实施以第一书记管理制
度化、责任明晰化、督导常态化、考评标
准化为内容的“四大工程”，完善驻村工
作、考核考评等各项管理制度，确保第
一书记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党员干部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既锻炼了自身,又帮助村“两委”提升
了农村党建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党建
与扶贫的互促共赢。

党组织为脱贫攻坚提供强
大支撑

为加强党组织对各项扶贫工作的

统揽，全面开展好帮扶工作，荥阳探索
形成“支部对支部”的帮扶工作模式，
通过“支部活动”这一载体，充分将各
支部帮扶力量凝聚起来，扎实推进帮
扶工作落实。

市直单位党组织牵头，全市党员
干部对贫困户开展扶贫关爱“暖心行
动”系列活动，针对贫困户的实际情
况，主要从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入手，做
到“六查看、六不能”（查看住房情况，
不能见天漏雨住危房；查看院落情况，
不能残垣破壁断围墙；查看门窗情况，
不能缺门少窗塑料挡；查看家具情况，
不能缺桌少椅无柜床；查看家电情况，
不能电视电扇都缺样；查看卫生情况，
不能脏烂乱差旧模样）。

荥阳市住建局作为王宗店村帮扶
单位，局党组多次在村委召开党组扩
大会议，专题研究该村脱贫攻坚工作，
在派驻驻村工作队的同时，每户贫困
户都明确相应的帮扶责任人，形成驻
村负责人牵总头、第一书记居中协调、
驻村工作组各负其责、帮扶人和帮扶
单位各尽其能、齐抓共管的工作机
制。一年来，先后抽调单位 260余人
次参与到“四必进”活动中去，确保存
在问题查找到位、整改措施具体到位、
问题解决圆满到位。

作为南部山区贫困村，王宗店村
的道路、饮水等村庄设施都较为落后，
严重制约了村民发展生产和致富奔小
康的信心。为解决基础设施的“瓶

颈”，该局党组修路、购置安装压力罐、
铺设管道、打深井，彻底解决村民群众
的饮水问题，使全村所有村组实现水
泥道路和太阳能路灯全覆盖。近期，
驻村工作队还筹划建设文旅小镇，对
王宗店村进行整体开发，带动全村群
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在各级党组织带领下，全市不断加
大扶贫资金投入。今年以来，共投入资
金3904万元，先后完成基础设施项目、
整村推进项目、“雨露计划”培训等 46
个扶贫项目。市财政采取以奖代补对
在特色种植业、电商流通产业等方面发
挥带贫作用较好的企业给予奖励。截
至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申报产业扶贫
到户增收补贴资金49.049万元。

各级党组织凝聚合力，引领百企
帮百村、爱心救助、社团帮扶“三大行
动”持续推进。“百企帮百村”行动中，
市内重点企业纷纷与 40个贫困村建
立结对帮扶关系，通过直接帮扶、委托
帮扶、股份制合作等方式，募集帮扶资
金和帮扶物品，助力脱贫攻坚。“爱心
救助”行动中，荥阳创新成立扶贫爱心
超市和村级爱心救助公益金，引导贫
困群众通过参与公益劳动和评比活
动，获得“劳务积分”，凭积分兑换所需
物品，帮助贫困群众摆脱“等、靠、要”
思想。“社团帮扶”行动中，累计发放扶
贫慈善款1103.49万元。

各级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
活动，帮助贫困户的生活基本条件得

到较为明显的改善，广大贫困户真切
感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关怀和温暖。

筑牢基层堡垒推进乡村振兴

打赢脱贫攻坚战，支部是阵地，党
员是先锋，群众是主力。

郑州市委组织部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常驻索河街道办事处槐树洼
村。他们把建强村党支部作为脱贫攻
坚的首要任务，以推进“基层党建规范
年”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为重点，着力打造红色堡垒。

从阵地建设抓起，驻村工作队将
党建阵地打造成集党员活动、村民议
事、服务群众、矛盾调解和文化建设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还帮助村

“两委”制定完善了议事决策、便民服
务等 70多项制度机制。现如今，该村
每周一召开“两委”例会、周五召开项
目例会，所有重大事项都及时通过会
议商议、民主决议，运用“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有效破解了土地流转缓慢
难题，落实了轮流值班服务、村民事
务代办等制度，形成了依靠制度强化
班子建设的良好态势。结合整村搬
迁脱贫现状，村“两委”在驻村工作队
的协助下，成立槐树洼村农机专业合
作社、人力资源公司，整片开发打造
以冬桃为主、百果为辅的生态林果
业，加快培育林果艺术、休闲采摘等
项目，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商户）提升
农家乐、住宿、特色农产品等发展水

平，让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有了后
劲，让广大村民在整村搬迁中获得劳
动保障，增加收入来源。

工作中，荥阳始终坚持以党的建
设引领脱贫攻坚，进一步夯实基层基
础，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
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通过强
化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凝聚乡村
振兴强大合力。

高村乡刘沟村位于荥阳北部邙
岭，曾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困村。通
过帮扶发展石榴产业，该村 2017年人
均收入达到3.2万元,其中种植经营大
户收入突破200万元。

在实现自身脱贫的基础上，刘沟
村辐射带动周边广武、汜水、王村、高
山等乡镇村组发展石榴产业，形成长
达 15公里、面积达 4万亩的河阴石榴
产业带。

近几年来，尤其是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荥阳狠抓产业扶贫，结合

“一核三级三带五板块”的产业布局，
科学编制《荥阳市产业扶持脱贫实施
方案》，对全市 40个贫困村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各村逐步开展实施。目前
40个村均成立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共计 69 个，有对口带贫帮扶企业 54
家，带贫人数达 2755人；30个村有村
集体经济收入。

以党建引领扶贫，荥阳走出乡村
振兴新路子。2018 年，荥阳围绕“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工作目
标，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强化扶贫工
作的薄弱环节，更加注重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巩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举全
市之力，引导全市群众逐步过上更加
幸福富裕的美好生活……

荥阳:党建引领扶贫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廖涛 任洪辉

“两茬艾草收入 10多万元。”10
月 23日，天气晴好，南召县四棵树乡
黄土嘴村贫困户张清珍终于苦尽甘
来，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迎来了生
活的艳阳天。

张清珍原本拥有一个小康之家，
早些年丈夫翟传光购买一台大卡车
跑运输，从深山矿山拉矿石，家里富
裕殷实。但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
翟传光突然患上阻塞性肺心病，丧失
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常年寻医
问药，依靠制氧机吸氧维持生命，成
了靠钱维持生命的“药罐子”，原本的
小康之家开始债台高筑。

为了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庭，

2014年张清珍买了十几头种黑猪，
繁育 80多头猪仔，一个人建起了养
殖场。每天清晨，她 4点钟起床，割
草、配饲料、喂猪，从天不亮忙活到
天黑熄灯，为一家生计奔波劳碌。
为了节约成本，张清珍自学牲畜防
疫知识，当起了卫生防疫员，给猪打
预防针、量体温都由她一人包揽。

日子一天天苦熬着，但自精准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她看到了希望
曙光。四棵树乡政府、村“两委”、政
协工作队了解到张清珍家的实际情
况后，2015年把她一家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南阳市政协和南召县
疾控中心两个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在南召县政协主席张智广鼓励
支持下，张清珍流转了村里 80多亩
土地，全部种植艾草。南召县对种

植艾草的贫困户一亩补贴 300 元，
扶持她奖补资金 2.4万元。2018年
端午节前，第一茬收割艾草30多吨，
每吨价格2000元，收入6万多元。

阴霾的日子一天天好转，张清
珍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在艾草
的种植、管理、收割时期，张清珍雇
佣村里贫困富余劳动力到基地干
活，如今已带动 10户贫困户每户月
务工收入 2000 元。张清珍还动员
他们发展艾草产业，打算免费给贫
困户发放艾根种苗，帮助他们一起
致富脱贫。

长期的劳累让55岁的张清珍头
发花白，但她从不气馁，反而越干越
有劲儿。张清珍扳着指头憧憬未
来：“照目前的经济效益，今年年底
就能顺利脱贫了！”

南召张清珍：“女汉子”翻身脱贫记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廖涛

“光鲜亮丽的空姐不做，回到山旮
旯里天天跟鸡打交道，真是个傻姑娘。”
这样的话曾凡玉不知道听了多少次。

“我喜欢‘折腾’，总有一股干事儿
的热情。回家乡，我不后悔！”10月 23
日，在南召县青山生态柴鸡养殖基地，
刚满30岁的曾凡玉自信而阳光。

曾凡玉曾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
一名空姐。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弟弟年
幼需要照顾，2011年她辞职回乡，后经
媒人牵线撮合，和邻村的小伙陈真结
婚。婚后，夫妻俩决定在家乡创业。通
过到山东、陕西、湖北等地考察，2015
年，他们流转了6000亩山林，创办南召
县青山生态柴鸡养殖有限公司，在山坡
上放养了10万只柴鸡。

创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2017年

7月 5日，暴雨突袭，3万多只鸡瞬间淹
没在洪流中；冬日的暴雪压坏了基地
的仓库，几个月的辛苦化为泡影；散养
在山上的鸡被野猫、黄鼠狼等咬死咬
伤，屡见不鲜；由于销售不畅，上万枚
鸡蛋在仓库中变质……一个接一个的
难题让曾凡玉措手不及。“看着死掉的
柴鸡，我心疼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
着。可是从哪儿跌倒还得从哪儿爬起
来，擦擦眼泪还得继续干。”这个外表
看起来柔弱的姑娘，振作精神，不断做
着新的尝试。

为提高柴鸡的产蛋量，她四处考
察钻研养殖技术，成功破解了冬天母
鸡下蛋少的难题；为扩大销路，她租车
到周边县区邀请经销商到基地实地考
察、免费品尝，考察完后免费赠送产
品，让他们回去试销。

在曾凡玉和家人的努力下，公司

事业蒸蒸日上，目前存栏土鸡10万只、
日产柴鸡蛋 1.5万枚。由于实行散养，
鸡蛋品质好，基地里的鸡蛋卖到每枚
近3元，仍然供不应求。

致富后的曾凡玉没有忘了乡邻，她
说：“小时候，我家住在深山区，父亲长
期患有慢性病，只能靠母亲挑起家庭重
担，村里乡亲常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
日子好了，得想办法回报大家。”于是，
她主动和白土岗镇政府联系，制订了结
对帮扶方案，与贫困户签订带贫协议，
动员周边 62户贫困户入股养鸡、安置
他们到基地务工。仅去年，就有 18户
贫困户在养殖基地带动下，年均收入
18000元，顺利实现脱贫。

“只要肯努力，在农村也同样能有
大作为。我们以后还会坚持原生态的
养殖理念，把基地做大做强，带着乡亲
们一起走上致富路！”曾凡玉说。

南召：空姐变身“养鸡妹”创业带富众乡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