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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赵永昌

主街道都修了，小胡同、背街巷咋
办？上边没项目资金，又不能搞集资摊
派 ，群 众 行 路 难、街 道 脏 乱 差 咋 解 决 ？
2022 年以来，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通过

“一巷一议”村民议事会的办法，让群众的
事情自己议、自己办。每条小胡同、背街
巷推选 1至 2名管事代表，很好地解决了
道路修建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政府暂时
无法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难题。

起因：环境整治，倒逼改造

据了解，李岗村下辖李岗、马庄 2个自
然村，共有 1608 亩耕地 558 户 2425 口
人。前几年，村里利用以工代赈、扶贫整合
等项目资金修通了6条主干街道。但截至
去年年底，村内还剩 15条小胡同、背街巷
一直没有硬化。

因为这些小胡同、背街巷一直未修，还
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同时也
造成很多农户不讲究房前屋后环境卫生，
秸秆、砖头等杂物随意在小胡同、背街巷乱
堆乱放，很多小胡同、背街巷路面坑洼不
平，路边杂草丛生，有的污水横流，环境污
染严重。

物极必反，穷则思变。2021 年年底，
全省出台方案深入开展“六清”治理“六乱”
集中行动，李岗村干部在发动群众清理小
胡同、背街巷的垃圾杂物过程中，发现很多
村民对自家门口的泥巴路非常不满。甚至
不少人都表达了可以发动大家自愿捐款、
共同修路的迫切心情。

每个小胡同、背街巷长短不一，宽窄
不等，住户有多有少，有的已埋地下管，
有 的 下 水 道 不 通 ，家 庭 条 件 也 有 好 有
歹。如何解决这个困扰群众的民生问
题，修好“最后一米”民生路？李岗村党
支部、村委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村里只
牵头、不包办、不摸钱，由每个小胡同、背
街巷推选 1至 2名管事代表当联络员、现
金保管员。

“俺这个胡同，开始预算的是每户平均
2500元，我带头捐款4000元，金铎兄弟暂
时 没 钱 ，我 帮 他 垫 付 1000 元 ，共 捐 款
31800元，结果修完路，还剩 800元，又退
给了大家……”李岗村4组东头、第四胡同
管事代表李合金，一五一十地说起他们胡
同修路的开支情况。

“门前路不修，出行不顺畅，总不能
窝憋一辈子！捐款修路造福子孙后代，
咱遵循的原则是公开透明，不摊派、不强
制……”说起大家为啥积极捐资，李合金
快人快语。

做法：“一巷一议”，难事变易

“唉！真是好事多磨，俺这胡同困难

多，总长近 400米、共有 20户，其中 6户常
年不在家、3处是空宅基，都是我们找亲戚
朋友打电话联系上的。修路过程中，意见
不一致，甚至出现多次停工争吵，村干部跑
前跑后，没少操心作难。”5组中间、后街第
三胡同管事代表李世栋、李宏昌，感慨颇
深。

“今天，咱爷儿几个坐一块儿，主要是
说一下咱这个胡同修路的事儿……”进入
4月中旬，李岗村 5组村民、中间大街东第
二个胡同管事代表李银河，再次召开他们
胡同的“一巷一议”会。

“咱这个胡同 5米宽，长 107 米，两边
共有 12家，前期征求意见，计划修成 18厘
米厚、4.5米宽的混凝土路。平均每处宅基
16.7米长，每立方米混凝土400元、每户大
概需出资3500元……”李银河首先介绍了
工程预算。

“修路是好事，大家的事大家办，路修
好了都方便。但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有钱的多捐点，没钱的少捐点，咱不强迫，
也不勉强……”作为牵头人、见证人之一的
村党支部书记李金棋，立马接上了话茬。

“李海哥在广州当大老板，他拿13000
元；我是卖砖头的，生意不大，先拿 4000
元；世启叔女儿干保险，有能耐，他拿4000
元；从允爷干保洁员，工资低，他说拿2000
元；狗军叔、艳兵弟你们几家刚脱贫，家里
还有病人，你们随意吧……”李银河把大家

的捐款情况，公开“摊”到了桌面上。
“俺家住胡同口，是不是该少拿一点？”

“修路捐款我愿意，这两天手头有点紧。”
“请大家放心，俺李海哥说了，剩余资金他
全包啦！”见到个别邻居脸色凝重、略有犹
豫，李银河呵呵一笑，抖出一个“包袱。”

“不要紧，大家畅所欲言，有啥说啥。
我知道，你们这条胡同好修。路基不像有
的胡同高低不平，下水道都提前修好了，左
邻右舍也比较团结和谐。不出一星期，咱
这胡同老少爷们就能走上干净平坦的水泥
路啦。”列席会议的村支书李金棋，一席话
把大家逗乐了。

效果：群众参与，干群一心

这些天来，气温攀升，正是混凝土施工
的最佳时期。漫步在李岗村一条条小胡
同、背街巷，不时闻听机声隆隆，笑声朗
朗。看到挖掘机、水泥罐车来回奔忙，挖
土、摊灰、轧光，师傅们个个累得汗流浃
背。近一个月来，在施工现场忙前忙后的
村干部李金棋、马超红、李保院等人，个个
被晒得皮肤黝黑。

截至目前，李岗自然村通过“一巷一
议”，已修通小胡同、背街巷 7 条，总长约
1300多米，修建下水道 500多米，两项总
捐款达 60多万元。马庄自然村 4条长约
830米的胡同加上修下水道，预计捐款 30

万元，已选好管事代表，群众积极性很高，
即将动工。

“哎，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常为咱胡
同这段路难走发愁，这下可好啦！一出
门就是水泥路，太方便了！早知这样，
咱几家早商议、早办理就更好啦！”今年
62 岁的四组村民李世春高兴得合不拢
嘴。

“说实话，尽管俺家临大街，听说要捐
钱修通旁边的小胡同、背街巷，俺全家人都
高兴。我一个电话，俺孩马上转过来5000
元，因为修路是大家多年的愿望，关键是大
家出行都方便啦……”77岁的老村干部王
兰英觉悟很高。

“李岗村以每条小胡同、背街巷为单
位，各扫门前雪、各修各的路，符合群众意
愿和农村实际。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可
以复制。”平店乡乡长位望喜说，“目前，附
近周王、刘营、平店、秦黄等几个村开始行
动，正在学习李岗村的做法。”

“李岗村采取‘一巷一议’的办法，修建
小胡同、背街巷，不仅解决了村民出行的难
题，而且弘扬了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助推
了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更主要的是
这种‘一巷一议’的办法，让老百姓充分参
与到集体事务中，乡村干部群众都很满
意。”看着一条条刚修好的小胡同、背街巷，
平店乡党委书记段文海，对此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7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焦萌

“铺就返乡之路，打开创业之门。”4
月 14日，走进叶县龙泉乡返乡创业园，
门口这副对联显得与众不同。

在龙泉乡门业返乡创业园内，目前
已聚集 16家以生产经销室内门为主业
的公司，加上在外龙泉籍门业企业生产
的各类室内木门，市场份额能占到全省
的60%、全国的30%以上。

技能立身 返乡创业

今年46岁的李小闯，是叶县龙泉乡
龙泉村人。

以前这里穷，穷怕了的龙泉人大
多选择外出务工。李小闯也不例外，
初中毕业后到南方一个台资家具厂

“闯荡江湖”。他头脑灵活，瞄准靠技
能安身立命这条路，几年时间历经车
工、铣工、磨工、镗工、组合机床操作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等技能岗位，最终
进入管理层。

随着技术水平和收入的提高，李
小闯萌生了创业的想法。2013 年，他
在郑州开办了河南红枫木艺有限公
司。此时他周边，龙泉籍老板创办的
门业企业已有 300多家，从业人员达万
余人。

“老家看到了我们这个群体的潜力，
有意在老家打造门业返乡创业园，吸引
乡土人才回归。”他决定返乡，并且和乡
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动员龙泉籍老板抱团
回去。

讲政策支持，叙家乡情谊，展美好前
景，一批优质门业企业跟随李小闯的脚
步，落户龙泉乡返乡创业园。之后，他组

织成立叶县门业协会，采取抱团取暖的
办法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协助交通便利
的相邻乡镇引进物流企业，打造物资集
散地。

他认为，一个产业要想在一个地方
发展好，地方的产业链、供应链得跟上，
员工的技能水平也得跟上。为让大家都
能发展好，他广授技术，担任多家企业的
技术顾问，如今还以龙泉乡门业返乡创
业园区技术总顾问的身份参与园区建
设。

目前，龙泉乡返乡创业园已经引进
门业企业 16家、线条厂 2家、门框龙骨
厂 2家、门板厂 1家。全乡仅此一项，累
计资产 3.9 亿元，年产值 4亿元。同时，
还带动发展全乡及周边物流企业 20余
家、纸箱厂 2家、包装棉厂 1家。

能人带动 惠及乡邻

“一二三，起！”走进圣蒂思门厂的生
产车间，房爱霞和几名工人喊着口号，正
在将一块基本成型的门板从生产线上抬
下来。另一个车间里，工人师傅熟练地
操控数控雕刻机床，几分钟后，一个时尚
的雕花门板就完成了。

房爱霞是龙泉乡蔡庄村的村民，家
离圣蒂思门厂只有两公里多的距离。“我
原来最远跑到广州打工，这两年在家带
孙子，没法出远门。现在在家附近就能
上班，一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元，比外边打
工得劲！”房爱霞说。

李小闯介绍，他的工厂吸纳了 100
多名乡亲就业，平均月工资在5000元以
上，为员工办理有“五险”。

回乡一人，致富一方。随着越来越
多的门厂搬回龙泉乡，目前龙泉籍门业企
业及相关产业链已安置1.2万余人就业。

李小闯更是有心把门业在家乡做大
做强，越来越重视技术革新。“去年我们
公司申请了 5个专利，与平顶山学院签
署了合作研发协议，投资 30 万元做
VOC（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生物降解项
目的研发。项目成功的话，所有木业企
业都将获益，每个企业都能申请绿色企
业、环保企业。”

乡村振兴看产业，产业兴旺需能人。
2020年 4月他担任大何庄村党支部书记
后，带领村里人致富也成了心头大事。

去年，在了解到相邻村庄的小伙刘
景泉有返乡创业想法后，李小闯前后到
深圳五六趟，终于将刘景泉开办的河南
无界实业有限公司“拉”回来，使其入驻
大何庄村的扶贫车间，村里有了一份厂
房租金收入，还带动30余名村民就近务
工；帮助村里筹资 30余万元，流转土地
289亩种植高油酸花生，让土地入股村
民实现分红增收……

“大何庄的变化，我们有目共睹，也
让大家接受了这个‘外来’的支部书记。”
村民彭保旗说。

谈起下一步规划，李小闯信心满满，
“村里引进了梦之门整屋定制项目，发展
步入正轨。门厂虽然受疫情冲击，但我
们正通过电商拓展销售渠道。”

技能立身，返乡创业，促进乡村振兴，
这样的故事，正持续在龙泉乡和更多的地
方上演。2021年，叶县被评为河南省农
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截至2021年底，
该县累计扶持返乡创业4.1万人，创办市
场经营主体 3.8 万个，带动 13.7 万人就
业。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杨浩放

一个普通农民，一直扎根在田野，繁育推广优质小麦良种。
在去年病虫害、洪涝灾害双重袭击下，仍获丰收。他就是舞钢市
尚店镇王店村农民程建松。

4月 7日，天刚放亮，程建松就驾驶着高地自走式喷杆喷雾
机，在绿浪如毡的高标准农田里，为小麦开展“一喷三防”。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保证小麦茁壮生长，春管是关键。
眼下正是小麦白粉病、锈病、纹枯病高发期，必须及时喷药防治，
我种的400亩小麦种子粮，两天就可普喷一遍。小麦扬花后，再
浇上一遍灌浆水，去去杂，小麦就能丰收啦！”程建松尽管额头满
是汗水，依然不停地忙碌着。

程建松今年 60岁，黝黑的脸上爬满皱纹，记录着他献身种
子事业的岁月。2011年，程建松以每亩地600元的价格流转土
地400亩，在村里创办起鑫鑫家庭农场，与舞钢市种子公司签订
繁育小麦良种合同。

尽管程建松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他热爱学习、喜欢农业，
读《小麦繁育育种学》，啃《作物育种基础知识》，不仅买了大量繁
育良种书籍，而且订了多种育种学报纸杂志。哪里不懂就跑到
市农业农村局找老师求教，还跑到市农广校进修学习，先后拿到
了大专文凭、市农艺师证书。

“人因求知瘦，家缘买书贫。”这些他毫不顾忌，人虽瘦了，知
识却丰富了，头脑充实了。有了一定知识基础，他开始了繁育良
种实验，首先引种郑麦369、平安11小麦种子进行繁育。

程建松白天搞繁育，晚上看书学习。种麦时，严把农资关，
直接到大的化肥厂家和农药厂家购进化肥、农药。播种时，配方
施肥、深耕、细耙、播种，环环相扣，一丝不苟。管理上，出苗时，
他不断下田查看，是否缺苗断垄，迅速补救。返青时，他不顾寒
冷，追肥、浇水、拔草。拔节时、抽穗时，他常蹲在田里，观察麦子
生长情况，适时开展“一喷三防”。麦子扬花、成熟时，雨后田地
湿度大，闷热无比，蚊虫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但他仍坚持去杂、
浇灌浆水。可以说每一棵麦苗，都倾注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经过科学种田，精心管理，他收获的麦子金灿灿，颗粒饱
满。去年，他繁育的郑麦369、平安11、金展369小麦良种，平均
亩产都在600公斤以上，最高达700公斤。据统计，10多年来，
他共繁育推广优质高产小麦良种550万斤。

“近年来，舞钢市狠抓粮食生产，目前旱能浇、涝能排，夏秋
两季粮食双丰收的高标准农田已达 13万亩。粮食特别是小麦
多年实现高产稳产，这与农业科技队伍强力支撑密不可分。像
程建松这样的良种繁育大户、种粮大户，全市就有400多户。他
们引领群众科学种田，已成为保障大地丰收、保障粮食安全的主
力军。”舞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全州肯定地说。7

土专家和他的“种”事业

百姓故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赵国喜

“针对孩子情绪低落、暴躁、焦虑、抑郁及厌学、迷恋手机、沉
迷网络等情况，我们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释放情
绪，找回自信，看到希望，树立目标，重回正常生活轨道。”4月中
旬，舞钢市“点亮心灯”心理志愿服务项目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任焕英接受采访时说，“看到一个个孩子在我们的努力下
逐渐变得开朗自信，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2007年，任焕英在舞钢市实验小学任语文老师时，就发现班
里一些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亲情而产生诸多苦恼。在和留守孩
子的聊天中，她察觉到这些孩子存在压抑、自卑、敏感、孤独等心
理问题。当年4月，任焕英就在学校成立“英子姐姐在线”心理咨
询室并开通“英子姐姐”信箱。每周一下午第三节课是“英子姐姐
在线”时间，此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向“英子姐姐”敞开心扉。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我很孤单，怎么办？”“我
常被同学们误会，交不到自己的朋友，很苦恼。”……一时间，“英
子姐姐”信箱里装满了同学们的秘密。任焕英一一阅读，耐心回
复。

“当时，我一周回复50多封信件，有时遇到问题比较典型的
孩子，就面对面为他们解心结。”任焕英说，独行快，众行远。在
她的带动下，一群有爱心、喜爱心理学的老师组织起来，成立了

“点亮心灯”心理志愿服务队。
“爸爸出车祸离开了我们，妈妈很伤心，我很想爸爸……”今

年2月 25日上午，在一所寄宿学校举办的“点亮心灯圆梦行动”
心理志愿服务团体辅导活动现场，小胜（化名）在接受心理疏导
时道出自己的心结。当天任焕英和团队成员为 70余名单亲孩
子、孤儿、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并和他们开展了“爱的抱抱”
互动游戏。

“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身边有很多人在关爱我，我不孤单，
以后我会微笑面对困难和挫折。”该校六年级学生安星瑞说。

团队定期开办“力量陪伴”智慧父母公益课堂，邀请教育专
家讲述家风故事、育儿理念、青春期心理及亲子沟通技巧等；组
织开展“助力高考中考”心理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开设“心灵成长
为您服务”心理咨询专栏，提供家庭教育、情感困惑、学习成长、
行为塑造、压力处理等心理服务；还配合舞钢市委宣传部策划导
演了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微电影《点亮心灯守护成长》。

“听课后，收获很大，我明白了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不断地
学习和反思，我和孩子的关系现在改善了很多。”参加过智慧父
母公益课堂的学生家长鲁云丽说。

如今拥有百余人、心理志愿者讲师30余人的“点亮心灯”心
理志愿服务队，采用心理辅导+智慧家长课堂+一对一辅导+网
络直播课+心理援助热线等服务模式，长期为单亲孩子、孤儿、
留守儿童及教师、家长义务提供团体心理辅导和指导，年均受益
学生及家长已达3万余人。7

愿做孩子心灵的灯塔

小小议事会 解决大难题
——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一巷一议”调查

记者调查

立足技能事 闯开振兴路

村民们正在召开“小胡同议事会”。7 赵永昌 摄

李小闯正在用仪器测量门板厚度。7 李亚奇 摄

任焕英和孩子们进行“爱的抱抱”互动游戏。7 李青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