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5日，游客在西峡县伏牛地下河景区游玩。近年来，该县整合区域旅游资源，推出了“伏牛山水”生态游、“地质遗迹”探秘游、“宛西风情”乡村游、“文化科普”研学游等种类多样的
休闲度假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归欣

在众多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中，提起宋瑞
很多人都会伸出大拇指，由衷点个赞：“这位
老大姐不简单！”一来，她是“三期”元老，驻
村已超过 6年；二来，她大胆探索，以传统文
化推动扶贫扶志。去年10月，这位国家统计
局河南调查总队派驻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
的第一书记，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贡献奖”。

“您刚到村里的时候，想过自己会待这
么久吗？”5月 26日，记者在弯柳树村刚建成
的电商物流园前问宋瑞。

“开始肯定想不到，干着干着就离不开
了。”她笑着说。

2012年 10月，宋瑞拎着锅碗瓢盆，赶到
弯柳树村时，先吃了一惊。“第一印象是脏，
不是一般的脏。”她回忆，“村外垃圾成山，村
里污水横流，很多农户院里都下不去脚。”

安顿下来之后，宋瑞准备从改善人居环
境入手抓工作，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彻底打乱
了她的盘算。2013年年初，经过宋瑞大力争
取，上级部门拨下来一笔 40万元的扶持资

金，帮助 100户贫困家庭发展种植或养殖项
目。一个月过去，这笔钱竟还躺在账上“睡
大觉”，没有一户认领。

走了几家一问，村民们的反应让宋瑞傻
了眼，“他们说发钱可以，养这种那还要签
字，宁可不领。”两个月过后，这笔钱被上级
部门收回，转给其他村使用。宋瑞的第一把
火不仅没烧起来，还落了一身埋怨。“好多人
说她胳膊肘往外拐。身为俺村的扶贫干部，
咋把钱给别的村花？”村党支部书记王守亮
说。

这场“闹剧”让宋瑞又好气又好笑，也让
她意识到，如果群众思想不转变，再好的政
策也不能从根儿上扶贫。于是“扶贫先扶
志，治村先治心”的思路，在宋瑞脑海里逐渐
清晰起来。

2013年下半年，宋瑞发挥自己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的优势，利用晚上时间，在自己

的住处办起了“孝文化讲堂”，影响身边群
众。在她的引导下，“麻将队长”许兰珍生平
第一次端起热水为母亲洗脚，与婆婆分家多
年的杜继英主动将老人接回家照顾……传
统文化氛围在弯柳树村一天天浓厚起来。

2014年，宋瑞趁热打铁，和驻村志愿者
发动息县企业家捐资30万元，建起了全县第
一个村级道德讲堂。当年8月底，由“中华孝
心示范村工程”组委会授牌，弯柳树村成为
全国第十七个、河南第一个“孝心示范村”。
随即，村里组织村民把家中空闲房间改造成

“孝爱客房”。2015年，全村接待游客 2000
多人次。

也是在2015年，村里8公里的水泥路修
建完毕，弯柳树小学危房改造的 230万元资
金基本到位，但宋瑞的驻村第一书记任期也
即将结束。“我想了想，主动跟组织上申请留
下来。”她说，“村里脱贫问题不大，但产业发

展刚起步，我有些不放心。”
弯柳树村讲道德、讲孝道，“孝心村”变

成了金字招牌，投资的企业来了，项目来了，
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带着资金回到村里创
业。到 2016年年底，宋瑞带着干部群众，在
弯柳树村成立了5家合作社，建起文化公司、
农业公司，流转土地 800多亩，投资 3000多
万元，发展生态农业和德孝文化培训产业，
农民人均收入从 2012年的不足 1900元，提
高到 4200多元，贫困户的数量也锐减到 13
户。

两年时间转眼过去，宋瑞的第二个任期
也临近尾声。这一次，她可以放心卸任，但
村民却不让她走了。“2017 年年底，国家统
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领导到俺村调研，也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宋书记要走了’，大
家‘哗’一下全拥上去了。”村委会主任汪学
华回忆。感动之下，宋瑞含着热泪，开始了
第三个任期。

“我有信心和乡亲们一起再大干一场，
到 2020年，把弯柳树村建成一个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小康村、幸福村，到那
时，我再回家。”宋瑞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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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27日，省发展改革委下
发《关于2019年第二次降低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
电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省工商业及其他用
户单一制电价平均降低 4.21 分/千瓦时，预计可减少
企业年用电成本33.82亿元。

据介绍，这是今年我省第二次降低工商业及其他
用户单一制电价。根据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工作
部署，我省以减税降费、降低销售电价为重点，已于今
年 4月第一次降低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销售电
价、输配电价2.38分/千瓦时，减少企业年用电成本12
亿元。随着此次措施的出台，我省今年累计下调一般
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价6.59分/千瓦时，测算年
可累计减少企业用电成本 45.82亿元，完成了国家要
求的平均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10%的目标任务。

此次电价调整，仅限于变压器容量 315千伏安以
下的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价，大工业用电、农业
生产用电、居民生活用电销售电价不做调整，这意味着
数以万计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将是最大受益者。

根据《通知》，该电价政策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执
行。各转供电主体应同步降低被转供电用户的用电价
格，不得截留，确保降价红利全部用于终端用户。③3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初夏，永城市崇法寺塔周围郁郁葱葱，塔身掩映在
绿树丛中。崇法寺塔已历经 900多年风雨沧桑，它不
仅见证了历史文化名城永城的发展，也见证了革命烈
士祝捷在这里的英勇就义。

祝捷，原名祝良瑜，1925年 1月 13日出生于固始
县城关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兄妹 6人中，她是最小
的一个。她 2岁丧父，3岁丧母，由哥嫂抚养成人。她
7岁开始读书识字，曾就读于固始县新华高等女子学
校。

卢沟桥事变后，在进步老师的教育下，祝捷和许多
爱国青年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
参加了固始抗敌青年协会、固始抗敌动委会。

“祝捷14岁那年参加了安徽省动委会第二十一工
作团，并随团南下湖北浠水和皖东开展抗日活动。”永
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魁介绍。

1940年 2月，祝捷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在新四军
江北游击纵队护送下，越过敌伪封锁线，来到淮南抗日
根据地。在那里，祝捷学习了共产党有关抗日战争的方
针、政策，深刻地认识到了抗战的形势，明确了抗战任
务，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此后，她被分配到津浦路
东天长县二区任工作队员，参加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 12月，祝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
年她调到豫皖苏边区，任永城县山城区委组织部部
长。1945年 3月，祝捷调任中共雪枫县蒋口区委副书
记，她指挥区武工队对此地的汉奸顽匪进行多次打击，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驻永城的
豫皖苏八分区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留下地方武装和
区乡干部坚持斗争。祝捷当时已有身孕，党组织让她
随军转移，但她坚定地表示：“我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工
作岗位，我要和蒋口区的群众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1946年 8月中旬，她与区队 1个班被国民党第五
十八师及还乡团1000余人包围。突围中，她在梁楼村
西不幸被捕。国民党军对她用尽了种种酷刑，但她铁
骨铮铮，英勇不屈。10月 15日深夜，祝捷被押到县城
北郊崇法寺塔旁的荒野上，敌人已经在那里挖好了一
个土坑。祝捷神情自若，挺着胸膛，大义凛然地走到坑
前，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跳进土坑，英勇就
义，时年21岁。

2005年，中共永城市委、市政府在祝捷烈士就义
处立碑。

“一个风华正茂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祝捷对党对革命的忠
诚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张亚魁
说。③5

我省再次降低工商业及其他
用户单一制电价

预计可减少企业
年用电成本33.82亿元

祝捷：

坚贞不屈的革命战士

六年驻村路 坚守洒真情

郏县：“红色引擎”释放澎湃发展动能
（上接第一版）探索出的村级妇联“四
组一队”工作模式引来全省观摩推广；
377个行政村实现集体经济全覆盖，村
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的达到370个，占
比99.5%。

党建+群建 凝聚民心民力

5 月 23 日一大早，郏县冢头镇花
园村村民王贵萍就忙着穿上红马甲，
带着扫帚，和村里十多名姐妹们一起
说笑着开始清扫道路了。

花园村村委会主任李宗行说：“粉
刷墙体、拆旧复垦、国土绿化、扶贫帮
困等，都有这支巾帼之家争创会的身
影。村里建设公益林，党员群众齐上
阵，节省了七八千元的费用。”

去年，冢头镇率先成立了党员先锋
队、时代青年队、夕阳红服务队和文明
新风促进会、巾帼之家争创会、复退军
人联谊会等“三队三会”，实施积分制管
理，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生力军”作用，
动员群众投身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从

“袖手看”到“拍手赞”“动手干”的转变。

郏县目前共有377个行政村，其中
贫困村 60个。在脱贫攻坚、人居环境
整治、拆旧复垦、“双违”整治等工作中，
如何点燃群众热情、激发内生动力，让
群众广泛参与其中？郏县将党建工作
与其他工作有机结合，不断夯实基层基
础，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党员干
部带头干，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以“党建
带群建”，形成党群活动同频共振的良
好局面，激活了“党建+”的生命力。

党建+公益 提升幸福感获得感

“使用党支部公益项目资金，我们
将这里修建成了游园，并进行绿化，还
为村民修建了一座纳凉亭。”5 月 24
日，郏县姚庄回族乡礼拜寺村党支部
书记王国法向记者说。他身后的游园
中，花团锦簇，翠竹环绕。

以往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生
态绿化、道路硬化、贫困户房屋修缮等
民生问题，成了一道无法解决的难
题。2017年 4月，郏县开始“党建+公
益”的创新探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
心引领作用，将一些财政支持不到、项
目涵盖不了但涉及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问题，向社会公开发布受捐信息，
引导社会各界进行公益捐赠，利用公
益资金破解民生难题。

今年年初，郏县县委组织部、县委党
校先后组织500多名组工干部和党员培
训班学员，到莲花山参加义务植树，建设
组工干部和党员公益纪念林200多亩。

在国土绿化工作中，郏县以“党
建+公益”为引领，积极探索县、乡、村
三级公益林和县直单位公益林“3+1”
建设模式，与荒山绿化、美丽乡村建设

等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认捐、认种、认
领、认管，建设公仆林、党员林、园丁林
等公益纪念林基地，动员全社会力量
搞绿化，大打一场新时代国土绿化的
人民战争，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

党建带动了公益，公益凝聚了人
心。目前郏县共规划建设各种公益林
1.3万亩，吸纳社会资金 3400万元，植
树150万株。

党建+文旅 助力富民增收

一座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诉
说着往昔岁月，一棵棵雄伟粗壮的百
年古树郁郁葱葱，宽敞整洁的文化广
场上荡漾着游客的欢声笑语……郏县
茨芭镇山头赵村，这个昔日的省级贫
困村，依托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已成为
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以前村里环境脏乱差，村民穷得
叮咣响，能发生这些变化，多亏有一个
思路广、办法多，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
党支部。”村民赵帅刚高兴地说。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郏县积
极实施“乡土人才回归”，引导外出创业
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发展，先后有415名
成为后备干部，341人进入村“两委”班
子；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圆满完成了全
县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建成了党
建融媒体中心，全县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在“三大攻
坚”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依托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党建与文旅产
业相互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此外，依托三苏文化、饮食文化、
古寨文化等，郏县不断强化基层党组

织的服务功能，从项目支持、资金支
持、人才支撑、组织保障等几个方面出
台优惠政策，在有民俗文化、自然风
光、红色基地优势的行政村，积极开发
各类“农家乐”和发展乡村旅游，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据统计，目前郏县共培养、回请、下
派“双强型”党支部书记288人，选拔能
人型村干部 1412人；开展驻村第一书
记、农村党支部等各类培训班20余期，
培训 1.2万人次……一支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农村党支部队伍正引领着
文旅产业做大做强、富民增收。

事业维艰，奋斗以成。郏县县委
书记丁国浩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一年，我们将突出提质增效，高质量
做好全县党建工作，激励各级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
以事业统一思想、以发展凝聚力量、以
实绩赢得尊重、以实干树立形象，建设
厚重郏县、实力郏县、健康郏县、和美
郏县、文明郏县。”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5月 14日上午，在位于禹州市范坡镇张
刘村的龙跃牧业公司（以下简称“龙跃牧
业”）里，上千头带有精致“耳标”的牛悠闲地
吃着草料，“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

“‘耳标’相当于牛的‘身份证’，记载着
它的出生日期、性别、体重等信息。”站在牛
棚前，龙跃牧业董事长蒋占龙告诉记者，“我
们为每一头牛建立档案，在饲喂、配种、繁
育、保健等环节，全面推行了标准化管理。”

20年前，18岁的蒋占龙走出张刘村、走
出河南，只身南下闯荡，蹬过三轮车、干过建
筑工、做过厨师。靠着吃苦耐劳、艰辛打拼，
蒋占龙“拼”到了第一桶金，也“拼”出了发现
商机的眼力。他敏锐地发现，一方面，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
化，对牛肉的消费需求量大幅增加；另一方
面，家乡张刘村有丰富的秸秆饲料资源，也

有养牛传统，发展畜牧养殖大有可为。
2009年年初，蒋占龙在赴河北、内蒙古

等地考察后，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创业。他
从引进10头乳肉兼用的西门塔尔牛起步，一
步步攻克了疫病防治的技术关、团队建设的
管理关，推动企业驶入发展“快车道”。如
今，龙跃牧业已经成为占地面积 110亩、年
出栏西门塔尔牛 3000多头的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从养殖到种植、屠宰加工、餐饮服务，龙
跃牧业积极向上下游延展产业链条：流转土
地 1300多亩种植青饲玉米，使饲养成本降
低了 20%，也解决了过去的秸秆处理难题；

研制出味道纯正、润滑爽口的“全牛庄”带皮
牛肉菜肴，在许昌、安阳、广州等地开设了十
多家“全牛庄”直营店，实现了全产业链闭环
式发展，去年销售额近9000万元。

致富不忘众乡邻。龙跃牧业为当地群
众提供就业岗位 312个，还通过“专业合作
社+产业基地+贫困户”等产业扶贫模式，带
动省级贫困村鸿畅镇张庄村 13户贫困户走
上了脱贫致富路。

“产业振兴，需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
作用。龙跃牧业的规模要再扩大，水平要再
提升，打造现代观光牧场，带领更多的乡亲
一起发‘牛’财。”蒋占龙说。③8

创客心语

一粒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才能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龙跃牧业就像返

乡创业的一粒“种子”，在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在父老乡亲的倾心帮助下，

从“土壤”中获得了足够的“养分”，才有

了拔节向上的力量。

农村，是创业的广阔天地。对创业者

来说，要有满腔激情，也要保持清醒头脑；

要有冲劲和拼劲，也要有忧患意识、风险

意识、市场意识，因地制宜，量力而为。

创业之路上可能有风有雨，但啥时

候都不能缺了精气神。只要瞄准目标，

坚持不懈，拼搏奋斗，一定会有收获。

幸福，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咱农

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③8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整理）

——返乡创业正当时

带领乡亲“赶着牛儿”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