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商

●● ●● ●●

距 离 滑 县 县 城

50 多公里处的大寨

乡 ，有 个 偏 僻 的 小

村。村里有个姑娘叫

晓楠，网名麦小登，拥

有 160 多万粉丝，获

赞 700 多万次，属于

她的标签有“拖拉机

女孩”“外卖女孩”“瓜

二代”……

一个农村姑娘，

咋 就 突 然 成 了“网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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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条视频创作之路，麦小登走得艰

难。
没有团队，一个人策划、拍摄、剪辑、

制作，仅有三脚架和手机，而一段几分钟
的视频，通常需要几百个素材，光拍摄就
得一天时间。

有一次，她和父亲去摘榆钱，树高十
几米，不好掌握拍摄角度，为拍一个爬树
的镜头，她爬了十几次。

还有一次，父亲治疗后浑身无力，适
逢麦地需要打药。体重 40多公斤的麦
小登，背起 20公斤的药壶，打完了近 10
亩地。打一天药，拍了一天，晚上吃饭
时，她肩膀酸得连筷子都举不起来。

一年来，她坚持每日更新作品，总共
制作300多期视频，拍摄2万多个素材，
其中有笑，有泪，有嗔，也有气，更多的是
父女俩对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麦小登火了，但在乡亲们眼里，她还
是那个邻家姑娘。

隔壁杜嫂见到记者，先把这姑娘好
一顿夸，提起她的身世，却又悄悄抹眼
泪，“楠楠命苦，现在有个营生，也能陪着
她爸，真好！”

“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她回来
了，拍视频，让老百姓转变观念，是个大
好事！”村党支部书记王国连欣慰地说。

“目前粉丝还不够多，我要坚守初
心，提高视频质量。”麦小登说，下一步她
准备多参加助农扶贫活动，把滑县乃至
河南的农特产品宣传出去，帮助农民增
收致富。

田野间，嫩绿的玉米幼苗清新可爱，
如同始终“向上”的麦小登。这个偏远小
村落，希望在滋生……③5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董一鸣 张文科

6 月 22 日，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前坪水库
施工现场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
象。人群中，几名党员建设者胸前
的党员徽章熠熠闪光，格外抢眼。

“每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
帜。”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前坪项
目党支部书记程荣川深有感触地
说。该党支部 23 名党员在施工高
峰期，曾带领1000多名建设者昼夜
奋战，形成了“群众看党员、党员争
模范”的良好氛围。

党员亮明身份、发挥作用，这
是近年来省水利厅以党建工作高
质量推进河南水利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

政治引领把方向

“我们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把习近平总书记治水兴水重要
论述精神贯穿水利工作全过程。”省
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介绍，该厅党
组连续四年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目标任务清单，扛稳抓牢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确保中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在水利系统落地生根。

强化理论武装，明确“第一议
题”制度。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开
展学习，“水润中原微党建”微信公
众号累计推送 540 余期，阅读人数
达10万余人次。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四水
同治”，受到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通
报表扬，成为国务院办公厅向水利
部推荐的两个典型经验之一。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先后启动编
制《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水利专项规划》《四水同治

“1+10”规划》等重要规划。2020年
谋划“四水同治”项目 837 个，总投

资 351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36亿
元，再创历史新高。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疫情期间，组织党员捐款 61
万余元，组织党员志愿者 200余人，
累计服务时长 2000 余小时。坚持

“一手牵两头”，在建重大水利工程
全部实现复工复产。

夯实基础争出彩

省水利厅副厅长、机关党委书
记武建新说：“按照党组要求，水利
工作部署到哪里，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
哪里。”

加强分类指导。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
通知》《厅级党员领导干部党建工作
联系点工作方案》，把全厅党组织划
分为四个党建联络组，开展逐支部
观摩活动，实现对基层党组织分类
指导全覆盖。

用好考核“指挥棒”。两次修订
《河南省水利厅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评办法》，严格
落实党建工作年度述职评议制度，对
所有厅属党组织进行打分排名，逐一
反馈意见，层层传导责任与压力。

水润中原秀，风吹党旗红。
2019年，省水利厅机关党委被

水利部、人社部联合表彰为“全国水
利系统先进集体”；河口村水库管理
局党支部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中国水利优质工程“大禹奖”；省
水文局党委以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
设，18个分局中13个成功创建省级
文明单位。在防汛抗旱、农田水利、
河湖长制等水利建设一线，先后涌
现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
文明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
一批先进典型。

“我们将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
的氛围、干的氛围，不断提高党建工
作水平，在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
写好水文章、提供水支撑。”刘正才
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今后，车
主可以微信支付，缴纳交通违法罚
款。6月 28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河
南公安交警互联网平台增加微信支
付功能，实现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https://ha.122.
gov.cn)和“交管 12123”APP 在线
缴费微信支付，从7月 1日起正式上
线运行。

据悉，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和“交管 12123”APP提
供网上公安交通管理业务预约、受
理和办理，交通安全信息告知、通

报、公告、公布、提示及警示教育等
130多项便民服务。

截至目前，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累计注册个人用户
2403万人，单位用户 3.9万个，累计
办理业务1.47亿笔。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
人说，目前，群众可在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或手机端
办理交管业务，如果需交款支付，
系统将会跳转到支付页面，支付页
面显示“支付宝、微信、建行、银联”
4 种支付方式，群众可任选一种完
成支付。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6月28日，三门
峡市公共资源交易融资服务平台启
动仪式在三门峡文博城举行。活动
现场，三门峡市政府、三门峡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与19家金融机构签署
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一家企业通过
平台成功申请了“中标贷”。

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融资服
务平台此次上线融资业务，包括政
采贷、中标贷、权易贷和新 e贷四大
类。目前入驻平台的 15家银行，将
在未来 5年内为三门峡市各类企业

提供不低于 775亿元授信额度。其
中，每年针对新 e贷向“新基建”等
领域企业提供不低于 32 亿元授信
额度。

据悉，今年 4月初，三门峡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就上线电子保函服
务从申请到出单全程在线，信用办
理取消了资金抵押和资产抵押，出
单时间可以达到“秒出”。截至 6月
27日，共签发了137笔保函，有效释
放保证金 755.7 万元。通过“秒保”
有效解决企业的“资金难”，打通银
企“最后一公里”。③3

营造“三个氛围”创建模范机关

省水利厅：党旗飘扬处处春

下月起可微信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三门峡“秒保”破解企业资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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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初见麦小登：帆布鞋、麻花辫

6月 23日一早，记者从滑县县城驱
车1小时，七拐八绕才找到她家。

几间 20 多年前盖的红砖平房，夹
在左邻右舍两三层的小楼中间，乍一看
有些“寒酸”。一进大门，一黑一白两只
小狗摇着尾巴先来热情“迎接”。

一个黑瘦的年轻姑娘出现在眼前，
她就是麦小登！

素颜，中等个头，T恤衫、帆布鞋，两

条麻花辫低垂，说话轻声细语，整个人素
淡得如同夏日里一杯清茶。

院子不大，却满目生机。
李子、葡萄挂满枝头，一方小菜圃

里种有豆角、黄瓜、西红柿、辣椒，几只
鸡雏悠闲踱步，还有三只吃菜叶的肥兔
子……

一个邻家女孩，如何成为一名备受
追捧的“网红”？

“我就是个视频创作者。”麦小登和
记者聊天。

麦小登今年25岁，前年大学毕业后在
郑州打工，当过编辑、摆过地摊、做过兼职
老师。2019年，她开始做外卖，利用学新
闻的特长，把每天的生活用视频方式记录
下来，跟网友分享，没想到人生从此转弯。

去年 6月，回家帮父亲收麦，望着

金灿灿的麦田，她给自己的视频号起了
个新名儿——麦小登，意为期待小麦年
年五谷丰登。

真实、朴素、幽默、阳光……镜头下
的麦小登，再累再苦，永远挂着自信的笑
容，努力生活的样子感动了众多网友。

去年 8月，麦小登与一平台签约，
成为一名视频创作者。

网名来历：爱视频、盼丰收

乡亲们提起麦小登，还叫她晓楠，说
他爹王云坡，是个苦命人。大字不识一
个，多年来守着9亩地过活。早些年，老
王摘除一个肾，去年年底，61岁的他另
一个肾也出了毛病，需要长期吃药控制。

为方便照顾单身的父亲，麦小登毅
然回家，“收麦那次，看到我爸佝偻着腰做
农活，觉得他真的老了，需要我陪伴……”

回家，让她的作品获得了“新生”。
麦小登用视频记录着父女俩“有

爱”的生活：田间地头、老旧小院，赶集

会、做农活、煮牛肉、蒸馒头……其乐融
融，乐此不疲。

“以前没见俺王叔笑过。”邻居王百
勋说，今年晓楠回来后，他脸上的笑越
来越多了。

“不卖惨、不无厘头，只想展现一幅
温馨美好的乡村图景。”麦小登告诉记
者，这是她拍视频的初衷。

修房子、炖猪头、卖玉米、陪父亲看
病……城里人看到真实的农村，农村人
看到熟悉的场景，她的粉丝越来越多。

回到老家：乡村景、乡村情

一个长在农

村 的 单 亲 女 孩 ，

长期缺乏母爱、由父亲抚养长大，这二

十多年是咋过的？去采访之前，我们

很是担心，怕把握不好提问分寸，触碰

女 孩 成 长 的 伤 疤 。 可 见 了 麦 小 登 本

人，她的直率、单纯让记者一下释然。

面对重病父亲，她说，谁家都有一

本难念的经，我若消极对待，父亲又该

如何？

面对网友质疑，她说，时间能证明一

切，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儿，相信只要

坚持下去，不好的声音会慢慢消失的。

两天的采访，我们找到了“网红”

麦小登走红的答案，看到了一个“草

根”视频创作者背后的艰辛，更认识了

一个美丽、坚强、乐观，能笑对生活苦

难，种地、做饭、开拖拉机无所不能的

90后姑娘。

她是麦小登，也是王晓楠。

我们当定了她的粉丝！③5

坚守初心：不畏难、不怕苦

采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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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今年夏至时节，修武县七贤镇孙窑
村似乎比往年更热闹。

远眺孙窑村，柏油路在绿色的杨树
林里蜿蜒；走近孙窑村，朴拙的老瓦房、
错落的石板路、棕黄的木栅栏、粉紫的
格桑花，层次鲜明地渲染出油画般的色
彩。

可谁能想到，这个小山村几年前还
是一块贫瘠的荒地？谁又能预料到，

“电商直播”竟成为带动当地百姓脱贫
致富的妙招？这一切，得益于一名返乡
创业的“电商大咖”——杜鹏。

“维持粉丝热度是很重要的，要让
粉丝对你的产品感兴趣，产生购买的欲
望，直播才会产生价值。”6月22日，走进
位于孙窑村的电商直播小镇，该小镇执
行官、河南大地飞歌文化传播公司负责
人杜鹏正在给村民分享直播技巧、粉丝
互动、危机处理等“干货”，10余名村民
围坐在会议桌前，边听讲解边记笔记。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加大引
才力度，2019 年，七贤镇向杜鹏伸出

“橄榄枝”。
“不光我一个人要发展，家乡的老

百姓，尤其是贫困户，也要脱贫致富！”
在郑州打拼多年的焦作人杜鹏当即“拍
板”，带着自己的电商直播团队,返乡创
业。

整合了孙窑村 18户废弃的农家院
落，把老房子改建成各具特色的电商直
播小院；和镇、村干部走进村民家里，宣
传电商直播；定期开展电商直播培训，
给村民分享直播技巧……一个集田园

生态体验、观光、旅游、销售农副产品、
场景化直播于一体的电商直播小镇逐
渐成形。

“通过实施乡村振兴电商‘赋能’计
划，将农民培育成‘村播达人’，拓展就
业渠道，让农民不出家门实现高薪就
业。”杜鹏说，目前已培训“村播达人”
100多名，人均月收入 3000元以上，带
动当地土特产品火爆销售。

“还是九块九，只限200袋，十分钟
之内没有抢到的，以后就没有了，拼手
速的时候到了，宝宝们一定要抢呀！”走
进桂香小院，一架直播环形灯，两部手
机，村民崔艳艳拿着当地的特产展示
着，语速很快。

30 元的土蜂蜜、9.9 元包邮
的怀姜片……随着一件件商品
被挂上直播间平台，一个个转
账红包如浪花般涌来。一小
时直播结束后，崔艳艳的

“战绩”也出炉了——446单
共计收入15355.8元。

与此同时，杜鹏还整
合 了 七 贤 镇 当
地 四 五 十 种 优
质农副产品、农
副深加工产品，
从 过 去 企 业 满
世界找销路，到
现 在 通 过 带 货
主 播 小 小 的 手
机屏，全世界消

费者来抢货。云台冰菊、怀山药等都成
了网红畅销产品。

王窑村的张瑶、沿山村的苏海双都
是电商小镇的受益者。

“从创建直播账号，到如何通过直
播带货，短短一个月，开了眼界还挣了
3200元！”90后的张瑶，父亲残疾，母亲
乳腺癌常年化疗，一家人的生活一度陷
入贫困。今年 5月，张瑶参加了第七期
电商直播培训会，学剪辑、拍视频、巧带
货，电商直播技术越来越熟练。

如今，越来越多“村播达人”正在尝
试新玩法。沿山村的贫困户苏海双，因
为身体残疾丧失了劳动力，一直靠政府

资助救济过活。通过“赋能”培训，打开
了他的思路，增添了他的信心，平时在田
间地头拍摄农村的生活，记录他和妻子
的生活，传递正能量，每条视频都收到粉
丝上千个点赞。他对生活充满期待：“希
望以后通过直播把我们当地的农产品送
到千家万户，俺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

从破旧村落到“直播网红村”，从贫
困户到“村播达人”，在人才带动下，七
贤镇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③9

直播“小镜头”惠泽“大民生”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专家人才 行 动在

6月27日，古琴爱好者们在夏邑县古树园弹琴，传承推广古琴文化。⑨6
苗育才 摄

麦小登和父亲在瓜地里拍摄视频。⑨6 赵阿娜 摄

服务

▼6月 28日，内乡县党员志愿者
在瓦亭镇山南村贫困户王菊家中直播
带货卖蜂蜜。⑨6 张中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