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住进这个新家，吃住看病
都有人管，村里邻居都说，你们
在这除了享福还是享福。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贺健

身患重病无力自救、孤寡老人

无人照料、残疾家庭生活困顿……

长期以来，“三无”特困群体是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为了脱

贫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2018年

起，南阳市扶贫办联合残联、民

政、卫生、财政等部门，出台《进一

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意见》，鼓励各县区根据当地情况

开展不同形式的救助供养模式探

索，推行民办公助、政府购买等手

段，逐步建立起分散互助和集中

供养相结合,县、乡、村三级供养点

互为补充的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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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

产业扶贫精准降贫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

李伟东）“在村口三益公司扶贫就业车间从事蔬菜
种植、采摘、分拣、包装，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挣钱补
贴家用，脱贫致富充满信心！”1月 18日，南召县云阳
镇狮子坟村贫困户杜富菊一边分拣新鲜蔬菜，一边
与记者聊天。

杜富菊体弱多病，丈夫因病去世后，留下不满16
周岁的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从前杜富菊生活得很迷茫，也很困惑，出去打工，顾不
住家；照看孩子，挣不到钱。现在，她每天到村里三益
公司上班，种植、采摘蔬菜，分拣、包装产品，每天工作
8个小时，每天60元工资。

精准扶贫号角吹响后，南召县云阳镇把产业扶贫
作为精准扶贫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着力培育“镇有示
范园，村有示范点，户有示范田”的产业发展模式，实
现了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有机结合，解决了贫困群
体缺乏市场信息、销售渠道狭窄等问题。2018年该
镇522人通过发展产业、基地就业实现稳定脱贫，5个
贫困村脱贫摘帽，全镇贫困发生率降至2.7%。8

地方传真

桐柏把易地扶贫搬迁当作脱贫攻坚战的第一场硬仗来打

搬出“穷窝窝”奋斗新生活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陈康

1月 18日，在桐柏县朱庄镇朱雀社区易
地搬迁扶贫安置点，一幢幢鳞次栉比的新房
格外亮眼，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通达山
外，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搬迁时
门口贴着颂党恩的大红对联格外夺目。

“以前我们一家老小挤在三间破瓦房
中，经常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墙面
多处开裂，住得提心吊胆。去年我们下山搬
进了新社区住上了小洋楼，也过上了城里人
的生活。现在村里又安排我干上公益岗，在
家门口还可以挣到钱，这日子真是越过越
甜。”谈起易地搬迁前后的对比，朱雀社区村
民岳春国感慨不已。

岳春国是桐柏县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
政策的4280名贫困群众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桐柏县把易地扶贫搬迁当作脱
贫攻坚战的第一场硬仗来打，牢牢抓住强化
领导、调查摸底、政策引导、规范程序、督查
推进、后续扶持等关键环节，坚持主体建设
与配套建设一起抓、质量保障与进度保障一
起抓、生活改善与环境改善一起抓、公共服
务与生活服务一起抓，着力推动后续帮扶及

产业支撑，确保搬迁村民真正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生活好”。

按照“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的原
则，通过精准识别，桐柏县将生活在深山荒
芜区、地质灾害区、生态保护脆弱区等特殊
地区的贫困人口逐步迁移出来。按照有利
于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就近就业、稳定脱贫
的原则，先后在靠近集镇、中心村处建设 25
个集中安置点，靠近乡村旅游景点、就业基

地处建设 5个集中安置点。同时，按照有社
区服务中心、有义务教育学校、有幼儿园、有
卫生室、有文化广场的标准，集中布局学校、
医院等公共基础设施，为搬迁群众搭建生活
起居绿色通道，真正让贫困群众住上放心
房、安全房。

要想搬出的群众能致富，产业支撑是关
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桐柏县围
绕香菇种植、艾草加工、中草药种植等产业，

在已建成安置点打造特色产业基地13个，受
益搬迁群众1421人。就近建成扶贫车间25
个，受益搬迁群众达 823人。通过实施就业
培训1120人，安排776户贫困家庭搬迁户在
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达到了“一人就业，全
家稳定脱贫”效果。与此同时，该县还建设
完成22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村级小电站，
已实现并网发电，共覆盖搬迁贫困户572户，
户均每年可获得不低于 3000元的收益。在
公益岗位上，县财政补贴资金 1000万元，设
置村级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1000个，400余
名搬迁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此外，该县还建立搬迁点管理服务机
构，通过为搬迁群众代办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为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提供便利，针
对邻里纠纷实行民事调解等，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通过培育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改除陈
规陋习，树文明新风，新建爱心超市等，努
力提升搬迁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内生
动力。

近三年，桐柏县已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贫
困人口 1126 户 4280 人 ，总 投 资 达 2.4 亿
元，涉及行政村 133 个。截至目前，搬迁户
已有 776 户 2872 人实现脱贫，脱贫率达
76.3%。8

宛城区

扶起脱贫精气神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

强 史源远 牛春丽）“我光荣脱贫了！作为贫困户，我
各项政策都享受了，房子也盖了，再当贫困户有点丢
人了，想赶紧自食其力！”近日，在南阳市宛城区黄台
岗镇“志智双扶”典型表彰大会上，309户脱贫典型受
到表彰，该镇张竹园村刘晓朋就是其中一员。

只有扶起贫困群众脱贫的志气，挺起脱贫的腰
板，才能真正激发出持久的脱贫致富动力。近年来，
宛城区黄台岗镇党委、政府本着“扶贫先扶志、致富先
治心”的原则，着力在转民风、扶志气上下功夫，通过
扶志气提精神、扶智力抓增收、抓乡风促文明，实现了
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相互促进，同步提升。多个村建
起了文化活动广场和农家书屋，组建了文艺队伍并常
态化开展各类活动，旨在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勤劳实干
的思想，增强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做有责任、
有追求、有志气的新型农民。8

在内乡县马山口镇福星特困人员托
养中心，记者见到这样一幅场景：42岁的
张建刚扶着康复椅，努力地挪动脚步，不
一会已是满头大汗。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2015年一场车
祸让我全身不能动弹，治病花了 30多万
元，感觉天都要塌了。”张建刚说，入住托养
中心不到半年，医生为他制订了康复计划，
加上护工的精心照料，自己已经能自主行
动，“是他们的爱心，让我重新燃起生活的
希望，为了家人，我一定要早日康复。”

马山口镇福星托养中心是内乡县设立
的两个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去年5
月 20日，这家民营康养机构经过县残联、
民政、卫计委等部门改造验收后，接收了首
批全县 10个乡镇的 60名供养对象，为这
些特困人员及其家庭化解了燃眉之急。

福星托养中心负责人郭辉华告诉记
者，被确立为县级集中供养试点后，他们
充分发挥康养功能，在残联等部门指导下
按照国家级标准升级改造，开设了康复
室、护理室，聘请专业康养护理人员保障

供养对象的特殊需求，为张建刚这样的重
度残疾人提供了良好的恢复条件。

重病或残疾是农村家庭致贫的重要
原因之一，一个失能人员背后往往造成整
个家庭的失能。在福星托养中心，女护工
王书侠的丈夫郭运景也是一名供养对
象。“老郭 2011年脑出血重度偏瘫，我天
天不出门照顾他，儿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
了，穷得柴米油盐钱都拿不出，现在他托
养了，担子一下就轻了。”王书侠说，现在，
丈夫生活治病都有政府兜底，当护工每月
能收入1000多元，儿子也出门打工了，全
家都有了继续生活的动力。

集中托养，释放了王书侠这样特殊家
庭的生产能力，改变了特困群众自身和周
围人的生活面貌。记者了解到，目前福星
托养中心的护工基本都是贫困群众，而内
乡、镇平等地开展托养点建设时，也有意
识地设立公益就业岗位，为当地贫困群众
带来了增收新途径。

南阳市扶贫办负责人介绍，内乡、新
野等地在推进特困群众兜底救助过程中，

将供养对象覆盖到“三无”人群、重度残疾
人、无赡养人群，保障了低保、五保、重病
残疾、孤儿等群体应保尽保。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阳市共有农村特
困供养对象75276人，其中集中供养对象
7270人，分散供养对象68006人，共支出农
村特困供养资金7450.96万元。在特困人员
供养救助工程实施过程中，内乡、镇平等地通
过整合县级财政资金，保障了供养对象每月
综合支出标准超过2200元，实现了高标准
救助；新野县通过建设乡镇中心敬老院和改
扩建村级敬老院，五保户入住率已达60%。

冬日的南阳寒意袭人，正加速推进的
特困供养工程给群众带来的却是春天般
的温暖。据南阳市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该
市在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的基
础上，灵活运用当地推出的农村危房改
造、医保四次救助等政策，实行“政府兜底
保障，释放劳动力，助推脱贫攻坚”，率先
在全省探索对贫困因病因残失能人员实
施集中供养，目标是将农村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率提高至60%以上。8

秦俊

再现大宋兴衰史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鲁钊）
“《宋神宗》2018年年底出版，眼下正紧张创作《宋哲
宗》。”1月16日，记者采访秦俊，谈到正在创作的大宋
皇帝系列，秦俊立马光彩焕发，打开了话匣子。

被誉为“解读历史的民间叙事派掌门”的著名
作家秦俊近来多部著作出版和被连载，长篇小说
《大宋天子——赵匡胤》《大宋天子——赵光义》在
人民网连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连播，深受读者
欢迎。

秦俊作为南阳人，为啥能写开封史？这缘于他数
年的河南大学生活，当年老师的培养，结交的开封好
友，让他深深爱上了这个城市。宋朝在造船、航海、医
药、农技、瓷器、文学、书画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
的高度，中国古代很多重要发明都出现在宋朝。对宋
朝的倾慕，促使他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凭着史学专
业的深厚功基，开启创作大宋王朝之旅，继《赵匡胤》
《赵光义》之后，接二连三，《宋真宗》《宋仁宗》也付梓
出版，引人走进历史深处，感受大宋梦华，感受那个时
代的喜乐和悲叹。

在大宋繁华背后，秦俊也进行剖析，为何百万大
军对外不能有效抗击辽、夏，对内不能平息农民起义，
崇文抑武的国策，固然推进了宋代经济和科技的空前
繁荣，却直接造成了军事弱不禁风、富而不强、外患不
断的格局。冗官、冗兵、冗费成为宋代统治机体上的
恶性肿瘤，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目前，秦俊18部逾 800万字作品，畅销美、日、新
加坡等国，深受海内外华人读者欢迎。其创作走亲民
路线，与读者相依，与民心共在，其作品分量，随时间
推移，愈加凝重厚实。8

熊君祥

《忠毅公吴阿衡》将出版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1月 18日，记者
获悉，由南阳作家群方城籍作家熊君祥创作的传记文
学作品《忠毅公吴阿衡》完美收官，该书将于近日出版
面世。

吴阿衡（1586～1638）,字隆媺、平子。明河南裕
州人。明末抗清英雄。明万历乙未（1619 年）科进
士，任山东淄川、历城县令。因平白莲功升湖广道监
军御史，首参魏忠贤浊乱朝政。后任浙江巡按、山西
按察司副使，惩治蒲州宗室。其后任右佥都御史，应
天巡抚。1637年，升任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使。次年，清军大举入关，吴阿衡提数
百兵与敌拼杀，力竭被俘，骂敌不屈，英勇殉国。南明
追谥为忠毅。清初，移葬于裕州城南环翠亭。

据该书作者熊君祥介绍，前后历时两年多，在反
复查阅历史资料，大量搜集素材，多次和吴氏后人沟
通交流的基础上，整理出了《吴阿衡年谱》，著成了洋
洋洒洒 20多万字的《忠毅公吴阿衡》。《忠毅公吴阿
衡》一书，按照《吴阿衡年谱》的脉络，忠实历史，客观
再现英雄，刻画了吴阿衡的一生。2018 年 12 月 29
日，方城县召开了作品研讨会，省内相关专家学者围
绕作品本身进行了研讨。8

易地
搬迁安置
点的新房

去年 12月 18日，邓州市小杨营乡宋
楼村刚刚建成的五保户集中托养点内暖
意融融，该村 8名五保老人坐在院中，一
边听戏一边拉着家常。记者看到，这个村
级托养点建有 8 间住房，配备炊具的厨
房、提供热水的卫生间一应俱全。

“自从住进这个新家，吃住看病都有
人管，村里邻居都说，你们在这除了享福
还是享福。”说起自己的新住处，90岁的阮
恩三老人乐得合不拢嘴。她告诉记者，自
己肠胃不太好，托养点建立了健康档案，
每隔一段时间，卫生院的大夫就上门来检
查身体，护理员也像亲人一样照顾她的饮
食，“现在天天都开心，不想家！”

邓州市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宋楼
村托养点是小杨营乡首批建成的四个村
级集中托养设施之一，共容纳五保户 50
余人，下一步集中供养要覆盖到该乡全部
12个村。目前，邓州下辖的 28个乡镇街
道均已启动集中托养点建设，一批村级集
中托养点已建成投用。

统筹农村五保、低保群众危房改造资
金，建设村级集中供养机构，是邓州、镇平
等地开展的有益探索。

张林镇李寨村爱心家园是镇平县
首批建成的四个村级集中供养试点之
一。在这个托养点里，31 名入住人员
不仅包括五保户、低保户，还有失去自

理和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记者看到，托
养点统一配置了床铺、卧具，每人发放
两套棉服，入住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充分
保障。

镇平县扶贫办负责人表示，由于农村
土地资源紧张，符合危房改造的部分群众
属于失能人员，很难合理使用政府发放的
危房改造补贴。由此，该县出台了村级集
中养老“爱心家园”建设实施方案，按照

“政府引导、部门负责、乡镇实施、用户使
用”原则，整合危房补助、民政救助等渠道
资金保障入住人员的长期生活，达到“两
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住房、医疗、文
娱活动有保障”。

集中供养 让幸福指数更高

兜底保障 破解精准脱贫“拦路虎”

教失能老人做康复锻炼

护理
人员在给
贫困残疾
人王秋灵
剪指甲

位于内乡县马山口镇的内乡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一站式”兜底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