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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移民村长啥样？来之前，有许

多想象，最怕的是现实和想的不一

样。洁白的小洋楼、美丽的新校

园 、完 备 的 基 础 设 施 几 乎 是“ 标

配”，对于移民村来说并不令人惊

讶，最担心的是会不会表面光鲜而

内里薄弱，村组织软弱涣散、村民

靠着短期的政策扶持“睡大觉”，最

后坐吃山空。

移民搬迁是挑战更是机遇，建

新房还不算了事。竹园村看得长

远，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道理，利用移民扶持和扶贫政

策，围绕产业做文章。天上探路、

地里掘金、山内觅食、水中寻宝，既

有短平快的项目、又有立足未来的

长线考量，让每一分钱都创造财

富，让每一寸土地都生出价值，集

体经济得以“强筋壮骨”。

正基于此，村民才会从安土重

迁的情结中解脱出来，才能从眼下

的安置迈向长久的安心。竹园筑

园，也是筑梦。③9

竹园村原位于汝阳县十八盘
乡，属于前坪水库移民搬迁村，现
迁至上店镇临木路汝南村南，拟
于2020年脱贫。全村945户3988
人，是十八盘乡人口最多的村。
帮扶单位是汝阳县委政法委、汝
阳县自来水公司。截至目前，全
村已脱贫155户704人，现有贫困
户 29 户 76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1.91%。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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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沈剑奇

闲暇时，52岁的荆毛旦总要到
“老家”看一看。搬出来不过三年，
“老家”已全然换了模样。站在山上
新修的高速路旁向下望，一座高坝
筑起，将老屋门前淌过的北汝河拦
腰截断，高峡平湖跃然眼前。

思绪将荆毛旦拉回三年前，“千
里淮河第一坝”前坪水库建设正酣，

“老家”汝阳县十八盘乡竹园村因处
于水库淹没区，要与邻近的鸭兰村、
汝河村一同搬迁至上店镇汝南安置
小区。虽说故土难离，但荆毛旦和
许多乡亲却打心眼里愿意搬，因为

“过了今天就能望到明天，守在这个
穷山窝里，看不到出路！”

竹 园 村 三 面 环 山 ，有 945 户
3988人，是周边的大村子，也是个贫
困村，村民靠种地养猪维持生计。
北汝河为村子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
源，却喜怒无常，河水暴涨时顷刻间
房毁田淹。荆毛旦回忆起他“要饭
吃”的三年，叹了口气。1997年，在
矿上打工的荆毛旦意外弄折了左
腿，经历两次手术，三年不能劳动，
还落下了病根，成了贫困户。

忙前忙后的基层干部更坚定了
移民的决心。负责移民搬迁工作的
十八盘乡人大主席张国涛一边走村
入户做移民思想工作，一边着手建
设安置区，甚至跑了好几个砖厂比
价，两个月瘦了20多斤；村支书赵建
军、驻村第一书记段天让挨家挨户
落实移民政策、带领村民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他们真是出大力了。
俺们哪有不干的道理！”荆毛旦说。

万众一心加油干，竹园筑起新
家园。一砖一瓦垒砌，一草一木植
绿，一座现代化新村拔地而起。

6月 4日，随荆毛旦来到他的新
房，整齐的连排小洋楼、干净平整的
道路，进了家门，映入眼帘的是时髦
的装修、齐备的家具家电，荆毛旦的
妻子和儿媳忙着家务，2 岁的小孙
子正开着他的电动玩具车在宽敞的

客厅里“兜风”，好一派其乐融融的
景象。

房子虽建得好，但想要彻底摆脱
贫困，“改穷业”才是长远之计。这里
不仅是安居的新家园，还是就业的新
天地。新家距县城不过四五公里，村
旁的电商物流园是全县的物流中转
站，已入驻顺丰、京东、中通等多家快
递公司，每年为竹园村支付租金的同
时，还吸纳村民家门口就业。

老家的地也不能荒废，每一亩
都要用起来。干部领头，群策群力，
千方百计谋增收，能想到的法子都
用了，可谓“上天入地，登山下河”。
天上探路，光伏发电项目铺上山坡，
将灼热的阳光转化为每年近 20 万
元的集体收益；地里掘金，总投资
700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香菇深加
工、蔬菜大棚、养鸡场项目“上新”，
本 月 底 将 全 部 完 工 ；山 内 觅 食 ，
3000多亩国储林染绿了山乡，每亩
每年还补贴 900 斤小麦的钱，贫困
户享受产业到户香菇代种项目，每
户年收益 1050 元；水中寻宝，前坪
水库供水、灌溉、发电等经济效益显
著，除了为村民提供 20年的 600元
年人均补贴，未来还将依托独特的

峡谷水库资源发展旅游，让竹园村
“走出去”。

配套跟得上，生活才能有保障。
61岁的贫困户郭桂凤一家因丈夫患
脑瘤致贫，原本住在半山腰，一双儿
女每天上学都要跨过北汝河上那座
年久失修又狭窄的危桥，悬着的一颗
心总也放不下。一下雨，土路湿滑泥
泞，深一脚浅一脚，泥巴常没过膝
盖。郭桂凤笑着说：“跟那时候比，现
在的日子可美透了。新建的竹园学
校、村卫生室都可方便，连俺死活不
愿搬的公公来了之后都再也不提搬
迁的事。不用跳泥巴，再也不怕别人
笑话了。”村里还给像郭桂凤一样尚
未脱贫的家庭安排了清扫村子等公
益岗位，赚钱顾家两不误。

去年，竹园村140户 646人完成
脱贫，目前还有贫困户 29户 76人。

“只有人人都在新家园里享受到新生
活，竹园村才算赢得了新生。”赵建军
说，以目前的产业发展和带贫能力来
看，竹园村今年脱贫摘帽没问题。

天色渐晚，温度降了下来，村里
却开始“升温”。悠扬的弦声从文化
活动室飞出窗外，戏迷们你方唱罢
我登场；踩着动感的节拍，广场舞爱

好者舒展身体、以舞会友；最开心的
是孩子们，三五成群、嬉戏奔跑。迁
出闭塞的山谷，紧握稳稳的幸福，不
过三年，竹园村换了人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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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游客在
西峡县老界岭避暑休
闲。该地以“养生度假、
避暑胜地”为卖点，带动
景区周边农家宾馆及相
关产业蓬勃发展，吸引
了大量投资和外地游
客。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文旅助力文旅助力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教育
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部分作了增补，
体现了公平与质量兼顾的理念和政策
导向。咱乡村教师一定要好好干，把
教学质量提升再提升，让农村孩子们
能够在家门口上好学、读好书。”6月
11日，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
灵在校例会上，向全校教师员工宣讲
全国两会精神。

全国两会结束后，回到家乡的李
灵，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大家宣讲会议精
神。通过她的讲解，老师们对大会精神
有了更深的了解。李灵希望小学教师
包玲玲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教
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缩
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教育资源惠
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的

未来。我相信，今后的政策会越来越
好，我们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脚踏
实地做好乡村教育工作。”

学校硬件不断改善，党和政府对
乡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教师
待遇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
愿意留在乡村学校教学。“这让我更加
坚定了办好老百姓家门口学校的初
心。”李灵说。

“国家十分关心‘三农’问题，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提高稻谷最低收购
价，增加产粮大县奖励；新建高标准农
田 8000 万亩……”眼下正值三夏时
节，除了利用好三尺讲台，李灵还深入
田间地头，与村干部和村民聊天，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村民及时了解
党的好政策。

“家乡人民选我当代表，我要时刻
牢记使命和责任，只有多深入群众，多
沾地气，心里才更踏实，干工作才更有
底气。”李灵表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趁着假期，她会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多
搞一些调研，把党的好方针、国家的惠
民政策送到更多群众家门口。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蒋晓芳）6 月 8日至 10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率队，到
鹤壁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污染
治理情况专题调研、野生动物保护“一
法一决定”执法检查。

张维宁一行先后来到鹤壁市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综合治理项目、淇河
国家湿地公园、鹤淇电厂超低排放项
目等地，实地调研鹤壁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污染治理情况、明察暗访野
生动物“一法一决定”贯彻实施情况。

张维宁指出，此次调研检查是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精神，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具体行
动。要聚焦黄河生态保护，加大治理
力度，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
对照法律条文，找准查实依法履职和
打击惩处违法行为的情况、做法和实
效，坚持问题导向，查找分析存在的
问题，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提出意
见建议。③4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6 月 7 日
起，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
研组来豫调研指导双拥模范城（县）创
建工作。

调研组由全国双拥办副主任、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群众工作局局长肖
安水带队。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副省长舒庆，省军区副政委刘金来
出席6月9日召开的汇报会。

汇报会上，舒庆代表省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进行工作汇报。他表示，河
南是驻军大省、兵源大省，也是退役军
人大省、优抚大省。近年来，我省军地

各级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双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扎实
开展双拥工作，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
面持续巩固发展。

肖安水对我省的双拥创建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省主要领导
对双拥工作高度重视，各地双拥氛围浓
厚，工作成效明显。要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聚焦服务备战打
仗，持续提升双拥和模范创建工作质量。

我省与会人员表示，要狠抓工作
落实，加强军地沟通协作，不断开创双
拥工作新局面。③3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月 10日，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副省长戴柏华、霍金花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今年就业形势复杂严
峻，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
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坚持多措并举，千方
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全面
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加大帮

扶力度，着力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优化
就业服务，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层层压
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就业直接关系社会大
局稳定，是一项民生工程、系统工程，
各地各部门在思想上、行动上要真重
视，在措施上要真落实，在工作上要重
视配合，以过硬的作风抓实抓细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一重中之重，确保
全省就业大局总体稳定。③3

让更多农村孩子享受公平教育

全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污染治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不断开创河南双拥工作新局面

多措并举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
我省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本报记者 归欣

小桥流水长，盛果压枝低。紧
临石漫滩水库的舞钢市尹集镇大刘
庄村，夏日里美不胜收，一到周末就
吸引不少游客。“现在俺村是越来越
好了，但前两年可没少作难。”6 月
11日，驻村第一书记张召辉笑着给
记者“交底”。

2017 年 11 月，张召辉被平顶
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派驻到大刘
庄村，农村娃出身的他虽然心里早
有准备，但万万没想到自己面临的
第一桩难事，居然是给一个贫困户

“装灯”。
到村里的第二天，闲不住的张

召辉到村里转了一圈，发现贫困户
陈保福还点着煤油灯，惊讶之余，决
定先给他把电灯装起来。没承想，
村委会主任牛松坡上来给他泼了盆
冷水：“这老头犟得很，去年民政部

门来看望他，他居然锁上门跑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张召辉不信邪，一大早就跑到陈
老汉家劝说，却没想到结结实实吃了
三次“闭门羹”。一周后，张召辉终于
敲开了陈保福的门，才弄清楚其中缘
由。“一来老爷子怕冬天用电费钱，二
是村里常年欠电工的钱，没拉电线。”
他回忆。找到了症结，张召辉先自掏
腰包拉了电线，又给陈保福说明了政
策，很快，大刘庄最后一盏煤油灯成了
历史。

解决陈老汉的“麻烦”，让张召
辉“见识”了驻村工作的复杂性，也
找到了打开局面的“金钥匙”。“必须
发展集体经济，让村里和群众腰包
鼓起来。”他说，要还是这样穷下去，

哪儿都会是麻烦。
大刘庄村紧临石漫滩水库，北

依二郎山，村内有孤山寨、谢山等自
然景观，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
然的“森林氧吧”。张召辉到村不
久，就琢磨把这得天独厚的好风景
变成“好钱景”。然而，给一人装灯
易，给全村“装灯”难。牛松坡告诉
记者，这片好山水不是没人惦记，以
前也吸引了好几家公司来考察，但
因为村民思想不解放、意见不统一，
都打了退堂鼓。

“别人都搞不成，就你能耐？”顶
着这样的冷言冷语，张召辉在随后
的几个月里四处奔波，一次次沟通、
一遍遍讲解，打消了村民的疑虑，赢
得了客商的信赖。2018年，大刘庄

齐心协力搞旅游，20多家散落村间
的农家乐、渔家乐生意火爆，当年年
底全村增收上百万元。

装了灯，还要管点亮。去年以
来，张召辉多方协调，联合舞钢市人
社局等部门，陆续在村里开展了厨师
培训班、电商培训班、家政服务培训
班等，累计服务群众 180人次，一大
批村民摘下“贫困帽”，戴上“厨师
帽”，踏踏实实奔小康。“要不是张书
记，哪想得到咱也能当老板？”培训结
业后，开起了农家乐的村民何伟娟笑
着说。

两年多过去，大刘庄正从曾经
的深度贫困村，嬗变成远近闻名的
旅游专业村，但张召辉并没有松口
气。“除了旅游开发，我们还发展了
中药材种植、光伏发电、肉鸽养殖等
产业。”他介绍，村民脱贫了，我们还
要在乡村振兴上继续下劲，让大家
伙儿日子越过越好。③3

驻村第一书记“装灯”记

本报讯（记者 谭勇）6 月 10日下
午，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现场考核巡查汇报会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代表省
政府汇报了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
防工作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张恩玺
指出，这次考核巡查工作，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的有力抓手，是推动齐
心协力抓落实的重要举措。要准确把
握重点，全面客观反映真实情况。要
强化责任担当，高质量完成考核巡查

工作任务。
武国定表示，将以这次考核巡查为

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狠抓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国务
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现场考
核巡查第十六组于6月 10日至6月 17
日对我省进行现场考核巡查，并将深入
许昌市和南阳市开展考核巡查。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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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张建新）省
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为做好审议准备工作。6月 9日至 11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马懿到南阳市、平顶山市，就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围绕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重大项目建设、保障民生情况进行了
实地考察，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当
地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相关市直部
门情况汇报。

马懿在调研中指出，要提高政治

站位，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委关于建立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意见要
求，深刻理解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是党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要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报告制度，从制度建设入手，推
进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切实提高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水平，实现人大对国有资产的依法监
督，推动管好用好国有资产，不断增进
人民福祉。③5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国有资产专题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