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沧桑，世事
难料。做梦也没有
想到，老王我一
个贫困户，居然
当上了唐河县
劳动模范。”唐
河县城郊乡王
庄 村 村 民 王 万
才说，自打今年4
月从县领导手中接
过 劳 模 证 书 的 那 一
刻，他就知道自己肩上的
责任有多重。

今年 54岁的王万才虽然初
中毕业便辍学回家务农，但因爱
好文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
被村民称为“王秀才”。可是，孩
子的智力残疾、妻子的体弱多
病、自己的致富无门，让他渐渐
失去了斗志，终日爱借酒消愁。

2016 年，王万才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在各项帮扶举措的
作用下，在帮扶干部的真情中，
通过辛勤努力，王万才最终成功
脱贫。他记录下的 12万字的脱
贫日记也成功出版。

作为脱贫示范户，王万才成
了县劳模。该怎样做才能对得
起党和政府的帮扶、对得起这“劳
模”称号，一直是他在思考的问

题。今年夏天，唐河
县总工会决定面向
贫困群众举办以
“志智双扶”为
主旨的劳模事
迹 报 告 会 ，接
到消息的王万
才 首 先 报 名 参
加。炎炎夏日，

酷暑难耐，王万才
在众多贫困村之间奔

走，用自己的故事、亲身的
感受去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
的内生动力。

听完王万才的报告，一位号
称“誓不脱贫”的汉子拉着他的
手激动地说：“哥呀！你厉害
呀！听了你的报告我真是无地
自容！啥也不说了，回去我就给
工作队说，今年我也脱贫！”

这还不够。县里要在村里
试点办“同心超市”，王万才跑前
跑后地让“超市”落地。他说：

“看到人们踊跃参加公益活动，
值。”凭借早年学过的做豆腐的
手艺，王万才和老伴还开了家豆
腐坊。“虽说做豆腐挣不了几个
钱，但是不怕慢就怕站。‘一朝为
劳模，终生不停步’这是我的承
诺。”王万才说。

11月 27 日，在内
乡县七里坪乡后坪
村 见 到 陈 思 豪
时，他正领着人
为新修建的村
党群服务中心
整修院子。“他
可 是 个 实 实 在
在给群众办事儿
的人，你们可得好
好宣传宣传。”村支书
王金贵对记者说。

放弃县城舒适的工作和生
活，28年间陈思豪一直辗转在内
乡县北部深山区的多个贫困村
包村扶贫。走村串户摸实情、搞
调研；马不停蹄地找资金、找项
目；因地制宜地带领群众发展适
合的产业……说起陈思豪的事
儿，周围的干部群众比他自己记
得都清楚。“那年暴雨，因担心贫
困户吴保生家的破房子会出事，
他冒雨抹黑进山。人家没事儿，
他 却 滑 到 沟 里 摔 断 了 6 颗 门
牙。”王金贵说。

28年来，在陈思豪帮扶下脱
贫的群众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也
算不清楚。不过，坚持把自己的
好想法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以

“智志双扶”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一直是
他不变的追求。

2017年，通
过梳理多年扶
贫经验，陈思豪
在村里创新建
立了“五户联保”

（后优化为“三带
五联”）扶贫机制。

由社会能人、致富能
手担任贫困户联户组组

长，带动 5个贫困户，实行“一月
一小评、一季一大评”，奖优罚
劣。通过表彰激励，贫困户的内
生动力被激活，全村群众的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三带五联”的做
法也在全县推广。

如今的后坪村，盛夏旅游产
品琳琅满目，秋来黑李、林果挂
满树梢，入冬袋料香菇“笑脸相
迎”，四季树状月季争艳飘乡。
新引进的切纸车间、木板厂、编
织袋厂让贫困群众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业的愿望。

28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陈
思豪赢得了“脱贫路上带头人”的
美称。这个称号记录了他的付出
和他对贫困群众饱含的真情。

“‘三个一遍’上周
我做到了吗?”周一
例会前，西峡县石
界河镇的帮扶干
部都会在心里
默默思考。

为压实扶
贫 干 部 工 作 职
责，市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石界
河镇党委书记黄磊在
脱贫攻坚战中，提出了“三
个一遍”工作法，即到贫困户家
中走一遍，对贫困户收支账目算
一遍，把所有档卡审一遍。例会
上，黄磊会对帮扶干部掌握这些
信息的情况进行抽查。

“抓扶贫是本职，不抓是失
职，抓不好就是渎职。”黄磊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去年腊
月二十三，石界河普降大雪，杨
盘、烟镇等深山村停水停电、交通
中断。为帮贫困户张运正一家度
过寒冬，黄磊踏着齐膝深的大雪，
徒步十几里山路，把棉衣棉被、面
粉和食用油送到张运正家中。一
年多来，他跑遍了石界河的沟沟
坎坎，访遍了全镇 200户贫困户

510人，对每一户贫困
户的情况都了如指
掌，群众亲切地称
他为“贫困户的
贴心人”。

扶贫要从
“输血”转向“造
血”,产业扶贫是
核心和关键。整

合到户增收资金、
本级财政补贴资金等

260 余万元，拓展香菇种
植、椅子加工等6大类扶贫产业，
受益贫困人口70户 255人；投资
1000万元，建成年产500万袋菌
棒厂，安排贫困户就业 16人；成
立 5家村级专业合作社，实现有
劳动能力贫困户转移就业等“三
个全覆盖”……黄磊带领石界镇
不断强化产业支撑，使贫困群众
持续稳定增收。

与此同时，开展“传树争做”
五类标兵评选表彰活动，建立爱
心超市，组织企业与贫困户结对
帮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聚
力脱贫攻坚的基础根基，黄磊积
极想办法、出实招，用行动诠释
了一名劳模的为民情怀。

11月 28 日下午，
记者来到位于镇平
县老庄镇曾寨村
的南阳耀中贸易
有限公司。车
间内，几十名周
边的村民正在
缝纫机前，熟练
地缝制着各种背
包。公司总经理赵
丰涛告诉记者，现在
公司订单爆满，年底前还
有几十万元的订单需要赶制。

曾寨村，坐落在距镇平县城
20多公里的浅山区，赵丰涛就出
生在这里。1998年，高中毕业的
赵丰涛在亲戚的帮助下南下打
工。他从箱包加工工人做起，一步
步从生产组长成长为生产厂长。

2012 年，深恋故土的赵丰
涛回乡创业，从自己熟悉的箱包
手袋加工着手，成立工厂。凭借
自己的敢想、敢干、能吃苦，赵丰
涛带领企业挺过数次濒临倒闭
的风险，并与香港客户共同创立
了耀中贸易有限公司，产品远销
欧美、东南亚等地，年产值出口
创汇可达800多万美元。

致富不忘乡邻，带
动乡亲们共同富裕
始终是赵丰涛回
乡创业的初心所
在。2017年，在
他的倡导下，公
司拿出收益的
5%，设置十多个
简单易操作的绿

色岗位，专门安排村
里的残、障、老群体。

今年74岁的贫困户刘子德
现在在厂里看大门。“两个儿子都
有残疾，两个儿媳常年患病，孙子
孙女上学需要钱……听说俺们的
情况，赵总第二天就安排我们来上
班了，管吃管住每月还能挣近
2000元。”刘子德充满了感激。

受益的不只刘子德，截至目
前，公司先后在老庄镇、高丘镇
等5个乡镇建设了9个扶贫生产
车间，先后为 432 名农村劳动
力、64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长期就业岗位。公司附加产品
还带动南召县南河店镇、内乡县
马山口镇等 30多家制衣、玩具、
纸箱、花边制作等加工企业，拉
动当地600多人务工就业。

大学毕业后返乡
养猪，一干就是 26
年；从 22 头猪养
起，发展成为拥
有 下 属 公 司
120余家、员工
3 万余人、总资
产 400 多 亿 元
的大型现代农牧
企业，牧原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秦英林
缔造了一个“养猪神话”。

成功不止于此！去年，秦英
林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那句“让财富回归本源，把责任
担在双肩”的颁奖词，充分肯定
了他引领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
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脱贫攻坚一定要立足产
业，才能可持续。”秦英林说，党
的十八大以来，公司优先选择国
家级、省级贫困县并加大投资力
度，着力把养猪产业建设成惠及
千家万户的扶贫大产业。目前
已累计在河南内乡，山东曹县等
55个贫困县完成投资230亿元，
直接带动贫困县用工 2万余人，
年人均收入5万元左右。

为了让贫困群众充
分享受扶贫政策红
利，秦英林还携手
内乡县委、县政
府探索实施并推
广了“5+”资产
收益帮扶模式。
该模式由贫困户
组建合作社，利用

小额扶贫贷款，按标
准化要求建设现代化

猪场，出租给牧原，牧原向
合作社支付租金。目前已使10省
37个贫困县的12万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每户每年稳定增收3200元以
上，且可持续收益10年。

从“扶贫”到“斩穷根”，秦英
林已累计捐助1.6亿元支持农村
教育事业。从去年起，他还每年
捐助 5000 万元，将连续 20 年，
共计 10 亿元，帮助地方政府开
展教育扶贫，并逐步将企业教育
扶贫模式推向全国。

在牧原公司的扶贫规划中，未
来三年，公司将继续发挥产业扶贫
优势，在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完成扶
贫产业投资200亿元，带动20万个
贫困户、60万贫困人口脱贫。

冬日的伏牛深山，
漫山遍野的山茱萸

“吃力”地挺起枝
丫，用满树密密
麻麻的小红果，
把山映得红彤
彤一片。正是
这些小红果，西
峡县太平镇东坪
村尹青云一家的生
活才发生了巨变。

“药厂在这里建基地，
对山茱萸实行保护价收购。靠
1100株山茱萸，我每年至少能收
入五六万块钱。家里不仅脱了
贫，还盖起小楼开起了农家宾
馆。”尹青云说。

尹青云所说的药厂就仲景宛
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从1998年
开始，仲景宛西制药先后投资
3000多万元，在西峡伏牛山腹地
的寨根、二郎坪等5个乡镇、23个
村建立了20万亩的山茱萸生产基
地。对基地村的贫困户，公司免费
提供种苗、化肥、农药和技术指导，
并以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

为扩大产业帮扶力度，去年6
月，企业成立西峡县爱农菌果药专

业合作社，吸纳周边52
个村的1195名贫困
群众加入合作社。
到今年10月，公
司已为社员发放
分红收益近500
万元，年人均达
3300元。

以“万企帮万
村”活动为载体，集

团对县分配的 5个包
村帮扶村出资近500万元，

用于扶持发展产业，修建基础设
施。投资150万元在寨根乡方庄
村高标准建设钢构香菇棚80棚；
就近安排 6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从事种植基地管护、保洁、安保
等工作……一系有效的帮扶措施，已
帮助西峡县千余名贫困人口脱贫。

今年年初，省劳模、企业董事
长、总经理孙锋还个人出资300万
元，与县内企业家筹资1300万元，
设立西峡县企业家扶贫发展基金，
用于支持西峡扶贫事业的健康发
展。“为南阳打赢脱贫攻坚战尽一家
企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帮贫困户
持续增收、稳定脱贫，我们责无旁
贷。”企业党委书记孙耀志表示。

•南阳篇

劳模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工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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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

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啃”

下这块硬骨头，唯有实干、担

当方能再立新功。

坚定政治站位，发挥劳模

作用，南阳市总工会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战略

部署，充分发挥市、县区两级

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紧密的优

势，积极动员广大职工特别是

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投身

脱贫攻坚主战场，打响了一场

众志成城的攻坚战。

南阳各地，一个个感人肺

腑的事例，诠释着各级劳模先

进与贫困群众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的责任与担当；一串串带

着温度的数字，印证着各级劳

模先进不仅在经济发展主战

场担当排头兵，在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也同样发挥着重

要作用。

省劳模、牧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秦英林

把责任担在双肩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贵在担当 重在实效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阳耀中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丰涛

车间建到村 乡亲稳脱贫

唐河县首届劳动模范、脱贫示范户王万才

一朝为劳模 终生不停步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扶贫工作队干部陈思豪

28年甘当脱贫路上带头人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西峡县石界河镇党委书记黄磊

做贫困户的贴心人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脱贫攻坚，全国一盘棋，南阳是河南乃至全国的缩
影。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困难群众退出贫困序列。特别是
2017年，全市共实现11.83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完成1.83
万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

按照计划，2018年，全市要退出3个贫困县(内乡县、镇
平县、方城县），拟脱贫农村贫困人口 14.54万人，完成“十
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 1.47万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
把各项资源向脱贫攻坚集中，各方力量向脱贫攻坚聚合，
各级劳模先进自然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脱贫攻坚，讲的是政治，干的是民生，体现的是大局，
反映的是党性。”南阳市总工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自
全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南阳市总工会高度
重视，把该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先
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市总工会专门成立
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谢先锋任组长；党
组书记、副主席李守强，党组成员、副主席齐岭、常晓革、梁
永生，调研员薛江峰，副调研员张亭为副组长；市总机关各
部室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总工会脱贫攻坚
工作领导小组，并制订印发《南阳市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为行动的落地实施
确定好时间表和路线图。

经过前期摸底调查，8月 29日，市总工会专门组织协
调相关专家和技术人才，深入南召县乔端镇水晶河和扒地
两个贫困村，为贫困户送去了养猪和蜂蜜养殖技术培训服
务，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迅速组织落实 层层分解任务

将蓝图变为现实，离不开“落实”二字。全市劳模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启动后，各（县、市）区总工会迅速行动，分别
根据地区行业特点和地区实际，制订了相应的劳模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并相继组织召开工作动员会，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特别是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者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行动。

各县市区总工会比学赶超、干劲十足：唐河县总工会积
极开展劳模示范实用技术暨脱贫扶志典型“志智双扶”报告
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和智力条
件；桐柏县总工会开展“劳模金融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等一系
列活动，组织劳模先进形成合力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
富;南召县总工会积极组织开展劳模助力脱贫攻坚援助服务
活动，把帮扶送到贫困村、贫困户；西峡县总工会组织劳模开
展送技术培训扶贫活动，提升贫困群众的“造血”功能……一
时间，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在南阳遍地开花。

为确保工作层层落实，各县（市、区）和市直基层工会
还建立督导机制，强化对行动的跟踪问效。对照年度工作
目标，对所属基层单位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督导，
及时研究解决行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月最后一个
工作日，各单位还会将助力脱贫攻坚项目进度、成果、典型
做法上报市总工会领导小组办公室，让典型做法和先进经
验得到及时总结推广。

典型示范引领 展现劳模风采

为帮助贫困群众实现早日脱贫，过上幸福生活，南阳
市各级劳模先进切实以“三新”姿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自觉肩负使命、积极主动担当、坚持示范引领，在脱贫攻坚
中当好新表率、彰显新作为、展现新风采。

省劳模、牧原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创办“5+”扶贫模式，
带动 12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脱贫，荣获 2017年全国
脱贫攻坚奖奉献奖；唐河县劳模王万才，作为贫困户，穷不
失志，奋发图强，荣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奋进奖；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内乡县政协驻七里坪乡后坪村扶贫工作队干
部陈思豪坚守深山28年，先后辗转7个深山贫困村进行驻
村扶贫，推动 1396户 3823人脱贫；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南阳耀中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丰涛回乡创办企业，
兴企为民，先后为 300多名农村劳动力、64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提供长期就业岗位……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在
助力脱贫攻坚中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各显其才，以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感召贫困群众自强不息、奋力
摆脱贫困。

为激励更多劳模先进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南阳市不
仅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的先进典型，从今年起，市总工会还将连续三年把劳模、
五一劳动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纳入年度目标考核体系，并
于今年第四季度选树命名“南阳市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助力脱贫攻坚十大领军人物和十面红旗单位”。通过表
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并在资金安排和荣誉称号上予以重点
支持，引领带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攻
坚中来，在全社会汇聚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471名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和 258个先进集体参与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这些劳模队
伍和工会力量受到了社会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总工会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要求，持续深化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在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精心培育劳模扶贫品牌，亮出工人先锋号旗帜，展现
工人阶级风采，以工会工作的出彩为南阳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添彩。”南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齐岭说。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雷鸣 张哲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