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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灵宝市寺河山秋高气爽，苹果
飘香。“多亏了刘天送，他教给我们很多种苹
果的好技术，让大家年年都能有个好收成。”
61岁的寺河乡窑院村果农王灵水提起如今的
好日子，脸上堆满了笑。王灵水曾是村里的
贫困户。他说，是在全国劳模刘天送的帮助
下，他们家才逐渐走上了脱贫之路。

天气渐凉，三门峡市卢氏县狮子坪乡毛
河村村民们又开始做烧酒了，村里处处弥漫
着酒香。在这个位于豫陕交界处的偏远山
村，有 80多户村民通过做烧酒走上脱贫致富
之路，300多名贫困群众实现精准脱贫。村
里人都说，是毛河村的带头人、省劳模夏明云
的示范引领，才让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从刘天送到夏明云，再到很多很多像他
们一样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劳模先进……
在三门峡，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已经
成为脱贫攻坚主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

拔穷根，需要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落实中央、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总
工会脱贫攻坚战略部署，加强劳模示范引领，
动员全社会力量进一步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门峡市总工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
订出台《三门峡市总工会关于劳模、五一劳动
奖获得者助力脱贫攻坚的行动计划》及相关
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积极组织
动员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主动投入
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充分发挥劳模先进在项
目带动、产业拉动、人才培养、创新驱动能力
等方面的优势，整合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
资源，采取志愿服务、无偿援助或产业项目市
场化运作等方式，深入开展“6+ 1 专项行
动”。力争在智力扶贫、结对扶贫上有积极成
果，在就业扶贫、技能扶贫上有明显成效，在
产业扶贫、项目扶贫上有实质突破，在集体扶
贫专项行动上有强势拉动，着力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成效显著、在市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示范点，让广大劳模成为助
力脱贫攻坚的生力军。

打攻坚战，实打才有胜算；啃硬骨头，实
干方能破局。为深入推动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的实施，三门峡市总工会成立全市劳模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及时协调、指导全市工会开展“6+1

专项行动”，定期收集各基层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总结推广典型做法经验，
做好相关服务工作。今年 10月份以来，三门峡市总工会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工作领导小组多次深入各县（市、区）开展调研，了解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工作成效和特色亮点，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考核问效力
度，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推动形成全市劳模助力脱贫“追
赶超越”生动局面。

与此同时，三门峡市总工会还利用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及时将各地
的好经验、好做法宣传出去，不断放大劳模助力脱贫攻坚的社会效应，把劳
模扶贫效能、项目扶贫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贯穿扶贫
扶志全过程，引领更多群众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目前，三门峡市参与助力脱贫攻坚的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有
400余人。他们分布在农业、电业、林业、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在为帮助贫
困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摘帽达标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全市有 8000多
名群众直接受益。

在三门峡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优秀劳模的创新引领，为脱贫攻坚注
入了新动力、新活力。各级劳模先进真正成为一支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
生力军。

•三门峡篇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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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富不叫富，只有让大家都
富起来才是真正的富。要始终把群众
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是
1995年被国务院评为果品系统唯一劳
模刘天送时常对自己说的话。

1968 年，刘天送初中毕业后来到
灵宝县东村乡园艺站，从事果树管理工
作，从此便和苹果结缘。1975年，一种
名为桃小食心虫的虫害席卷寺河乡苹
果。刘天送便一头扎到果园，没日没夜
反复观察研究，终于找到了治理虫害的
办法，当年刘天送所在的姚院村果园好
果率超过了 95％。此后，村里苹果产
量越来越大，储存又成了难题。刘天送
几乎每天都在窑洞里，吃饭不回家，也

不跟人说话，最终土窑洞简易贮藏苹果
法被他找到，成功解决了苹果贮藏难
题，赢得了“苹果卫士”的美名。

由于刘天送的辛勤付出为姚院村
果业种植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
年，村民们推选他为该村党支部书记。
此后，他又被推选为东村乡人大主席团
主席。2006年，退休回村后的刘天送，
除了悉心照料自己的 8亩苹果园外，就
是继续潜心钻研果树病虫害防治和优
质高产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分文不取地
为当地、周边地区甚至外省的果农提供
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培训，把自己学到
的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帮
大家增收。“咱是一个劳模，咱就得有劳

模的担当。”刘天送说，他的目标就是让
更多苹果达到有机、绿色标准，让更多
人吃到好苹果，一口咬上，终生难忘。

61岁的村民王灵水提起刘天送，脸
上总是堆满了笑：“为了拔掉穷根儿，刘
天送可操心孩子上学的事儿，曾经多次
鼓励村里人都让孩子们去上学。他还教
给我们很多种苹果的技术，让大家年年
都能有个好收成，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67岁的刘天送，依然一身尘
土，奔波在果园间。他说：“全国劳模不
仅是一个称号，更是激励我钻研技术、
努力为群众服务的一面‘镜子’，我要时
刻牢记这份崇高的荣誉，只要自己还能
干动，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全国劳模刘天送

苹果树上结出“致富果”

刘天送和大家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技术培训示范、创建残疾人扶贫
基地、开展金融扶贫……多年来，二仙
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党总支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围绕精准扶贫，履行社会责
任，在该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赵跃
文的带领下，大力开展扶贫攻坚，带动
全区 1158 人、362 户群众脱贫致富，
为三门峡市陕州区脱贫攻坚注入了新
鲜活力。

在赵跃文的推动下，三门峡市陕
州区二仙坡绿色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诞生”了。以合作社为依托，公司组
织专门培训团队，对周边果农进行免
费集中培训。近年来，公司免费培训
河南、山西、陕西等十多个省区果农

10万余人次，其中贫困户 2500户，带
动全国160万亩果园提升了品质。今
年 5月，陕州区政府启动了“陕州区复
制‘二仙坡模式’振兴果业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启动以来，赵跃文带领技术
服务团队，深入到五个乡镇进行现场
技术服务，助推陕州区苹果产业实现
转型升级，再上发展新台阶。

为更好帮助残疾人，助力残疾人脱
贫，经省残联批准，赵跃文还依托二仙
坡果品基地组建了“河南省省级农村残
疾人扶贫示范基地”。不仅投资44万多
元用于残疾人帮扶设施建设，还通过安
置就业、技术培训、建立残疾人“帮扶
卡”制度等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帮扶。

除此之外，公司还大力开展金融
扶贫，目前已采用“企贷企用”模式，贷
款 1000万元，专门用于精准扶贫，计
划带动 200户贫困户脱贫。同时，为
解决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的帮扶难
题，公司发动高管和党员开展“非贫带
贫 1+1”活动。目前，已有 23名公司
高管和党员与村里 23名贫困户签订
带贫协议，通过开展肉鹅生态养殖项
目，帮助他们早日脱贫。

今年10月16日，二仙坡绿色果业
有限公司被授予“全国‘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称号，公司
总经理、党总支书记赵跃文也荣获
2018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

全国农业劳模、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跃文

产业带动促脱贫

赵跃文给果农讲解果树修剪技术

“咱原来腰椎间盘突出，干不了活，
老想着政府救济。现在，李院长不仅治
好了咱腰疼的老毛病，还治好了咱靠救
济的老思想。”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西李
村乡卫生院劳模健康扶贫义诊宣讲现
场，杨家沟村贫困群众杨建国说。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以李武强劳模创
新工作室和医院劳模群体为班底，组建
了劳模健康扶贫服务队。成立之后，与
西李村乡卫生院结成医疗扶贫对子，长
期对当地群众开展医疗扶贫工作。同时
深入陕州区张汴乡刘寺村、宫前乡韩川
村等多个贫困乡村，开展义诊、讲座、扶贫
宣传活动24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用
劳模精神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斗

志，是助力脱贫的首要任务。”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医院院长李武强说。

面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脱
贫攻坚道路上的“拦路石”，2017 年 2
月、2018年 4月，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向
渑池县卫计委和湖滨区卫计委主动请
缨，提出了“甘露计划”，开展对贫困家
庭中风后遗症患者医疗援助活动。今
年 5月，三门峡武强中医院又与三门峡
市扶贫办联系，针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开展免费医疗计划。看着一位位
贫困患者摆脱病痛折磨，重燃脱贫信
心，三门峡市劳动模范、医院副院长李
武军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

“健康扶贫就是要走进田间地头，让

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常年服务在健康扶贫一线的湖滨区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医院脊柱科主任朱云
峰说。2017年以来，医院劳模健康服务
队深入贫困山村，开展健康扶贫 58 场
次，义诊、家访群众7000余人次，为困难
群众节约各项费用50余万元。

三门峡武强中医院还广泛开展各
种形式的技能扶贫。截至目前，医院共
举办按摩师培训班 16期，通过“导师带
徒”制度，顺利实现就业100余人次，实
现自主创业 50余人。湖滨区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医院护理部主任陈迎春
说：“帮助贫困群众获得脱贫致富的本
领，是时代赋予我们劳模的责任”。

三门峡武强医院助力脱贫攻坚的劳模群体

妙手仁心助脱贫

李武强为贫困户进行治疗

在三门峡市卢氏县有一个最偏远
的山村——狮子坪乡毛河村。“毛河清
泉源源长，毛河酒香飘四方”是那里流
传甚广的一句话。

自 1997 年，夏明云任毛河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为村里争取资金 1630万
元修路 33.6 公里，将 102户深山独户、
贫困户搬到大路边，带领村民发展特色
农业、打造特色旅游度假区……一个

“一年种得两亩田，不够吃也没啥穿”的
穷山坳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夏明
云也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河南省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作为村里的脱贫致富带头人，通过
长期实践，夏明云用玉米、小麦、高粱等
纯粮食加上毛河清泉酿造出了毛河烧
酒，各地买主纷至沓来。看准了这个致
富门路，夏明云决心带领村民不断壮大
烧酒产业，让它可以长期带贫致富。

精心打造毛河人自己的酒坊，坚持
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管理、品牌化发展，
在夏明云的带领下，毛河村的酒香越飘
越远。现在，毛河烧酒年产量可达 100
余吨，年产值达 600余万元，还辐射带
动周边乡村许多群众烧制曲酒，转化多
余的粮食，增加经济收入。

以酒为媒，带领烧酒技术过硬的带

头人对贫困群众做一对一的技术指导，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烧酒销售问题，扶持
有能力的村民走上自主创业增收的脱
贫道路……夏明云积极发挥劳模的示
范引领作用，对村里的贫困户展开了持
续帮扶。目前，烧酒产业已为本村 50
多人解决务工问题，务工户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全村 80 多户村民通过
烧酒走上脱贫致富之路，300多名贫困
群众实现精准脱贫，部分农户年烧酒收
入能达到10万元至50万元。

斟一杯浓烈的“酒头”，品味山里人
一年四季的喜忧苦乐。致富路上的毛
河酒香令人沉醉。

省劳模、毛河村党支部书记夏明云

致富路上酒飘香

夏明云和村民们又开始酿酒了

樊秋红，曾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大王镇吉家湾村一名普通的农民。
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苦干实干，由
她创办的三门峡市思瑞达农业种植
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一家集蔬菜育
苗、种植、加工、出口于一体的农业龙
头企业，种植面积 8 万余亩，带动农
户 5000余户。

致富不忘乡邻。作为省劳模，樊
秋红始终把助力脱贫攻坚作为自己
的应尽职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樊秋
红看来，通过“扶智、扶志”来解决贫困
户思想贫困的问题，让他们通过自身
努力来脱贫，非常关键。为此，在定期

对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思想帮扶的
同时，公司还根据贫困户的不同劳动
能力，为他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岗位，让
他们各尽所能，脱贫增收。大王镇沙
坡村的白随福因病致贫，干不了重活，
一度被认为没有劳动能力，自己也丧
失了脱贫的斗志。在樊秋红的帮助
下，白随福进入思瑞达，除草、给芽子
打岔、打扫卫生……能和其他人一样
靠劳动挣钱，让他感觉一身轻松。

扶贫要从“输血”转向“造血”，产
业扶贫是关键和核心。在樊秋红的
带领下，公司通过种苗扶持、技术服
务、品牌销售，为贫困户开创了一条
脱贫致富的优质产业快速通道。公
司对贫困户实行“六统一”管理，即统
一免费提供种苗，统一生产操作规
程，统一无偿技术服务，统一对外签
订合同，统一保护价收购产品，统一
品牌和销售渠道。全产业链的跟踪
帮扶大大提高了贫困户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切切实实增加了贫困户的收
入。据统计，近年来，公司先后带动
黄河金三角地区 800余户贫困户，通
过高山蔬菜种植脱贫致富。

“作为劳模，未来我会尽自己所
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帮扶
方式方法，使更多贫困村、贫困户能
在蔬菜产业中早日脱贫致富。”樊秋
红说。

樊秋红给菜农们讲解种植知识

省劳模、三门峡市思瑞达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樊秋红

菜地里“种出”脱贫梦

18年前，三门峡市渑池县的张志
文与渑池县南村乡政府签订白崖山
长期承包合同，开始了绿化荒山的生
活。

18年吃苦耐劳，18年战天斗地，
昔日的荒山，在他的努力下一点点披
上绿装，变成了如今的花果山，变成了
助力脱贫攻坚的平台与阵地。

“荒山绿了，能帮群众做点事了。”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作为三门峡市劳
模、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怎样回报
社会、带动附近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
富，一直萦绕在张志文心头。

带动附近200多户村民靠在白崖
山园区务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主

动帮扶杨小林、杨红江、杨现珍等 9
户贫困户，帮助他们增收致富；为村
民传授果树栽培技术，对贫困户扶
技、扶志又扶智……在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中，张志文积极发扬劳模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帮助困难群
众，引领带动更多贫困群众早日摆脱
贫困。

村民杨红江一家 7口，父母常年
有病，两个残疾哥哥没有劳动能力，两
个孩子还在上学。家庭的极度贫困一
度让杨红江十分消沉。张志文得知这
一情况后，主动到杨红江家做工作，并
让他到自己的石榴园上班，帮他树立
脱贫信心。2017年，杨红江不但能靠
在石榴园打工挣钱，还在自己的承包
田里种植了花椒树苗。光销售树苗一
项当年就增收10000余元。杨红江的
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脸。

村民杨小年，从小患有小儿麻痹
症，只能靠木杖支撑走路。张志文把
杨小年安排到自己的产业园看大门，
与大伙吃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让他
在增收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大家庭的
温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每每有人
夸赞的时候，张志文总说，帮助贫困户
脱贫是每一位劳模应该做的，他会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更多人，为渑池
贡献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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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深山助脱贫

张志文和村民共同品尝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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