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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舞阳县文峰乡李斌庄村

村南，一座座可调节温度的香菇大棚和棒

袋灌装自动化生产线十分引人注目。

大棚内，多名妇女在熟练地采摘着棒

袋上的香菇。“两个孩子在外工作，我们老

两口种了1万多袋香菇，年收入二三万

元。家里香菇收完了，不太忙，就到这里打

工。”来自附近白果树村的60岁村民宋翠

娥告诉记者。

这里是河南华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香菇生产基地之一。

“我们这个香菇基地建有120多座高

标准的香菇大棚，加上公司在附近的其他

香菇基地，总投资一亿元以上，年可生产鲜

香菇5000吨以上，棒袋灌装自动化生产线

日产8万棒袋，可基本满足附近菇农对香

菇棒袋的需求。”公司董事长谷强甫说。

“漯河市和平顶山市市场上几乎一半

的香菇都是我们这里生产的。”李斌庄村党

支部书记温玉山说，靠种植香菇，全村

95%以上的村民走上了富裕路。

从一家一户小打小闹的种植香菇到引

来相当规模的企业入驻，做成一个大产业，

李斌庄村经历了怎样的一条涅槃之路？

“我们把党建融入产业发展，由党员干

部带领群众种，不然我们这里的香菇产业

早就消亡了。”温玉山感慨地说。

李斌庄村同舞钢市的藕池村搭界，地处

偏僻。20世纪90年代初，不甘于土里刨食

的李斌庄村人引进了香菇种植项目。看种

植香菇能挣钱，一时间村里的道路旁和村民

的房前屋后都建成了一个个香菇棚。

种植香菇技术要求较高，前些年市场

价格也起伏不定。好的时候，种植一棚香

菇抵上几年的收入。差的时候，几毛钱一

斤也无人问津。有时，因掌握不好温度，一

棚香菇棒全部坏掉。李斌庄村村民对种植

香菇是既恨又爱，以至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要想哭，种香菇；要想哭得痛，明年接着种。

“我总认为种香菇是个不错的致富项

目，很适合我们这里，没种好关键是种植技

术还没有掌握住。”党员、村委委员、今年

50岁的张德山说，当别人放弃时，他跑到

香菇之乡福建省三明市和省食用菌研究所

学习香菇种植技术。

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他熟练地掌握

了香菇的种植、制种、制菌基等相关技术，

自己的香菇种植规模也越做越大。最多

时，他在外发展一二十个香菇种植基地，年

种植香菇达200万袋以上，都由他负责提

供菌种、辅助材料和技术。

然而，当时仍有不少村民不敢再种，以

至2014年李斌庄村沦落为县里的贫困村。

为重振香菇种植产业，带富群众，李斌

庄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种，给村民做出

表率。并实行党员挂牌，书面做出承诺，帮

扶贫困户种植，才再次激发起村民种植香

菇的热情。李斌庄村取缔了村民房前屋后

和道路边的小香菇棚，规划建设了香菇种

植小区，全村香菇种植规模达五六百万袋。

作为附近村庄首屈一指的香菇种植大

户，上一任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德山，

帮扶了20余户贫困户，年赊销给贫困户的

棒袋等物资达20多万元。贫困户没钱购

买香菇棒袋，张德山都是先让他们拉走，同

时还无偿提供技术，待贫困户卖香菇后再

给钱。

“村民张富顺老妈有病，两个孩子上

学，家底子薄，原来1万袋都没钱种。是德

山给他赊销种料、提供技术，让他发展起

来，现已达年11万袋种植规模。近两年，

他家里盖起了两层楼房，建了一个小冷库，

他还成了我们这里小有名气的香菇经纪

人。在我们村，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在

党员的带动、支持下，绝大多数贫困群众走

上脱贫致富路。”温玉山说，正因为党员的

作用发挥得好，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显

著增强，反过来也助推了美丽乡村等各项

工作的开展。

也正是李斌庄村香菇种植有一定的产

业基础，2015年底，河南华宝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将资金投向了这里。

“我们村去年的集体收入是40万

元，村‘两委’计划5年内力争达到500万

元。因为集体收入增加了，才能‘实现有

钱办事’，才能提升脱贫质量，才能保证

已经脱贫的村民不会返贫。”5月25日，

记者在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采访时，村

党支部书记张士兴谈起村里的脱贫攻坚

工作时这样告诉记者。

刘庄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40

户 539 人。近年来，该村通过干部引

领、能人带动、合作社助力等方式，大

力创新发展集体经济，既增加了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又为贫困户就近提供

了务工岗位，帮助他们增加现金收

入。目前，该村的大部分贫困人口都

已实现脱贫，仅剩下8户 18人因鳏寡

孤独、重度残疾、智障等原因无法自立

脱贫。“对于这部分贫困户，只有采取

政策兜底的办法来解决。但兜底也不

能全靠上级供养，村集体还是要承担

大头。”张士兴说。

夯实“家底儿”，一直是刘庄村“两

委”持续奋斗的目标。早在2013年4月，

村里就着手通过党员带头的“党支部+合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进行土地流转，把

青壮年劳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外出务

工增加收入。目前，全村1739亩耕地已

有1600亩实现了流转。土地流转后，合

作社优化种植结构，实行机械化作业，显

著提高了亩产收益。2017年，实行了土

地流转的农户每亩地获得了1100元的

租金和分红，同时合作社还给村集体上

缴利润提成20万元。

2016年，村支书张士兴将自己经营

了10年的舞阳瑞和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无偿捐给村集体，企业利润四成为村民

分红，四成用于扩大公司规模，两成用于

帮扶贫困村民。2017年，村里通过招商

又引进了广东的一家母婴用品企业，目

前企业运转良好，并设立了专门的扶贫

基金，每年计划为该专项基金注入20万

元，用于村里的扶贫助贫事业。村里还

建设了一座200千瓦的光伏电站，每年

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8.7万元。张士兴

说：“党员、干部是为群众服务的，村集体

如果没有钱，就办不成事儿，所有的服务

就会沦为空谈。”

记者采访中看到，村里新建的拥有

20个房间的幸福院已经完工。“无法自力

脱贫的8户贫困户，很快将搬进来，我们

要把兜底扶贫落到实处。”张士兴说。

5月25日，微风习习。舞阳县九街镇

屈岗村众兴工艺制品厂里，20多位女性村

民分成三个工序正在忙活。

76岁的李凤荣大娘在包装，她细心地

将散乱的假发剪掉，梳理整齐，再装入包装

袋中，这三步共用时4分钟左右。她是按

件计酬，每天除了照顾孙子，洗衣做饭，有

了时间就来做工，一天工资有时候20多

元，有时候30多元。

“年龄大了，在这儿做事轻省，挣点钱

够生活了。”大娘告诉记者。

这是屈岗村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

屈岗村位于舞阳县城的东北方向，2014

年时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43户541人，经

过有针对性的扶贫，目前贫困户还有7户21

人，多数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屈岗村“两委”及

舞阳县住建委派出的驻村第一书记按照

镇里提出的“抓根本、促增收”和“民生改

善、民心向善”工作思路，结合本村实际制

定出光伏扶贫、公益岗位、四方联动、五位

一体、到户增收、转移就业、医疗救助、残疾

补贴、低保五保、教育补贴、温馨家园、危房

改造等共十二条脱贫措施。根据贫困户的

不同情况，对其采用一种或多种帮扶措施，

实现了贫困户自我造血、脱贫摘帽的目的。

屈岗村的坑塘比较多，还有一条“运粮

河”经过。村里经过争取，获得了光伏扶贫

项目，在15亩的坑塘里建起了一座500千

瓦的光伏发电站。去年，参与光伏项目的

16户贫困户年收入增加两三千元。

为了美化村容村貌，村里设立了公益

岗位，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负责村里的

卫生工作，将垃圾收集清运到指定垃圾存

放点，再由镇里统一运走处理。这些公益

岗位月工资分两种，60岁以上的300元，

60岁以下的500元。这一措施解决了贫

困户收入的问题，也让他们靠自食其力，获

得了村民的尊重。

见到屈自成时，他刚从香菇种植基地

回来，准备骑上三轮车去村里打扫卫生。

他在基地里做门卫，两班倒，现在是淡季，

基地里事情少，活也很轻松。

“人老觉少，夜里睡一会就有精神了。

村里的卫生天天在弄着，打扫起来也很快，

两个小时就弄好了。”屈自成告诉记者，他

做着两份工，有时候还临时会有活找他干，

再加上其他一些救助，老两口的生活完全

没问题。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自己挣

的钱，花着踏实！”

屈岗村驻村第一书记杨红杰告诉记者，

脱贫的路其实也是贫困户的自强之路。在

各方面的帮助下，贫困户发扬自力更生的精

神，不等不靠，这条路才能走得踏实、走得顺

利。现在的屈岗村已经走上这条踏实路。

“有了爱心积分卡，大家就可以用

卡里的积分来爱心超市兑换物品。”5

月25日，舞阳县吴城镇党委书记张兰

英向记者介绍，该镇“爱心超市”通过

实施积分制，让贫困群众也能靠自己

的付出换取回报，有效激发了群众脱

贫致富内生动力。

“我们村的爱心超市里有米、面、

油，牙膏、牙刷，卫生纸、洗衣粉、热水

壶及学习用具等物品，这些东西用钱

买不到，只有拿着积分卡才可以换

购。”吴城镇北高村支部书记、村主任

高景红说，超市里的爱心物资大部分

由单位职工、爱心企业、社会团体自发

捐赠。贫困户靠攒积分兑换爱心超市

的物品，非贫困户也可以参与积分和

兑换物品。

张兰英说，“爱心超市”让大家都

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获得回报，调

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镇里为了帮助贫

困户脱贫，为大家找创业平台、安排工

作岗位，而现实中多数贫困人口是老

弱病残，进厂上班不太现实，现在他们

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修

剪树枝、打扫卫生、宣传政策、发放传

单等，得到相应的积分，再用不同的积

分换取相应的物品。另外，过去一些

给贫困户送爱心的活动大多是直接捐

赠，给贫困户送钱、送物时难免引起群

众一些议论。现在，爱心捐助都以物

品的形式放进“爱心超市”，每人都凭

自己的劳动获得，也有效防止了扶贫

养懒汉的情况发生。

在北高村爱心超市，记者看到洁

白的墙壁上公示着积分管理制度，群

众可以了解做哪些事可以获得多少积

分、怎样消费积分等事项。参加村级

公益性活动一次可记5个积分，发现

不安全因素及时上报可记3~5个积

分，调解邻里纠纷可记5个积分……

目前，吴城镇的‘爱心超市’已经

建成六个，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了

以劳动换取积分，以积分换取商品的

队伍。

“张书记您又来了，俺啥都可好。”

5月25日上午，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

77岁的高群言一看见镇党委书记张

兰英一行人走进自家院子，就慌着从

平房楼梯上迎下来。

高群言下了楼梯领着大家进屋，

拉开冰箱给大家看，冰箱里有肉、鸡

蛋、矿泉水、馒头等生活用品。

“张书记您那么忙，老来看俺，您

放心，俺一定领着我们这个组好好

干。”高群言说的这个组是由他带头组

成的一个贫困户互助小组，小组里大

都是劳动能力欠缺人员，由高群言担

任小组联络人，带着大家通过力所能

及的劳动，获取生活保障。

北高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高景

红告诉记者，北高村2012年初被定

为贫困村，2015 年正式摆脱贫困。

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9户534

人，已经脱贫158户517人。目前未

脱贫11户17人，大部分是老弱病残

特殊群体。

找准问题症结，北高村提出了一

系列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强化保障

性脱贫措施：光伏扶贫、公益岗位、爱

心超市、贫困户扶贫互助组等。

高群言告诉记者，北高村组建有

村级保洁队、护绿队等扶贫公益岗位，

他每天把村里分给他维护的一段路面

打扫干净，每月就有300元的收入。

“我今年77岁了，身体不好，高血压、

高血脂，村里安排活儿也不重，干着可

好，既锻炼了身体，还有钱挣。我联络

好组员们干好各自的活儿，还能获得

积分，我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拿这些

积分去爱心超市换的，再加上低保补

贴等其他的收入，一年七八千块钱，一

个人生活足够用了！”

“过去是撵着贫困户干活儿，现在

通过提供公益岗位等精准扶贫措施，

不仅贫困群众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激

活了，扶贫‘养懒汉’的现象不见了，其

他群众也没了意见，村里工作也更好

开展了。”高景红说。

青砖墁地，一条小道从院门直通

堂屋门。小道的两侧，路牙子码得整

整齐齐，清晰地划分出两块菜地。两

畦黄瓜攀在棚架上伸展枝叶，有的已

经结出顶带黄花的小黄瓜。时令蔬菜

成行成列地种满菜地，翠绿得打眼。5

月25日，阳光和煦，在舞阳县九街镇

屈岗村，一迈进这个干净整洁、生机盎

然的农家院，就感觉这是一个亲情洋

溢的家庭。可屈岗村党支部书记郎纪

梅介绍说：“这一家只有屈自云老汉一

个人住。”

随着一呼一应，主人屈自云满面

笑容地从屋里迎了出来。屈自云今年

62岁，早年丧妻，独自一人把女儿拉

扯大。前些年，女儿出嫁，家里就剩下

他一个人过生活。

“以前，这个小院荒得没样，简直

没处落脚。满院子长着齐腰深的杂

草，房屋破败，屋里尽是蜘蛛网，一床

破被子露着棉花。屈老汉也成天精神

不振，家里不打扫，吃食不讲究，穿衣

不分季。”郎纪梅说。

屈自云不好意思地嘿嘿憨笑。“说

实话，女儿嫁出去之后，家里出出进进

就只有我一个人，真是没心劲儿拾

掇。我当时就想着，就这样过一天算

一天吧。每到过年的时候最难受，人

家都是一家团圆，热热闹闹。俺家就

我一个，孤孤单单，老是忍不住自己哭

一场。”他说。

近年来，舞阳县把农村危房改造

和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改善群众生产条

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重中之重，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2017年，屈自云家

的房屋得以改造，院落整修一新。阳

光照进农家院，也驱散了屈自云心头

的阴霾，让他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除了享受光伏扶贫分红、医疗救

助、到户增收等一系列政策之外，村里

还给屈老汉提供了一个打扫卫生的公

益岗位，每月300元的工资。“打扫卫

生的活并不重，除了增加收入，我们主

要是想让他走出家门，多跟乡亲们接

触，说说话，乐和乐和，保持心情开

朗。”郎纪梅说，“现在屈老汉精神头足

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村里打扫

卫生也非常积极。”

走 转 改 走进舞阳看脱贫攻坚
编
者
按

今年4月17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舞阳县脱贫摘帽。舞阳县成为全省第一个脱贫退出的省定贫困县。近年来，舞阳县以精准识别为前提，产业发展为基
础，增加收入为核心，加强党建为引领，改进作风为保证，多层面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舞阳的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乡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5月25日，宣布舞阳脱贫摘帽一个多月后，本报派出十多名骨干记者，组成四个走转改采访组，分赴该县文峰乡李斌庄村、辛安镇刘庄村、吴城镇北高村、
九街镇屈岗村，深入采访舞阳脱贫攻坚举措如何在乡村落地，探寻、学习舞阳脱贫攻坚的做法、经验。

李斌庄村 党建引领 小香菇做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丁需学秦名芳

刘庄村

集体有钱
好办事
□本报记者马鸿钧

吴城镇的“爱心超市”
□本报记者冯佳志

□本报记者李晓辉

阳光照进农家院
□本报记者冯刘克

屈岗村的脱贫路走得扎实
□本报记者李燕

▲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的光伏发电项目。

本报记者刘景华摄

“支部是旗帜 ，党员是盏灯。整村已

脱贫，刘庄变美丽。”5月25日，记者来到辛

安镇刘庄村采访，被这个村的精气神所折

服。

刘庄村共有党员38名，村“两委”干部5

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40户539人，

2015年实现整村脱贫，现有贫困户8户18人。

十多年前，刘庄村还是辛安镇出了名

的落后村，干部不团结，内耗严重。经村党

支部换届选举，产生了“三强”（带头致富能

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奉献精神强）

支部书记张士兴。张士兴的第一个举动是

让每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带头健全执行

“两会一课”制度。经过努力，村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现

出来。

在此基础上，张士兴开始了夯实村集

体家底的行动。通过刘庄党支部的主导，

2013 年 4月，成立“士兴种植专业合作

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流转全村土地1600亩，发展苗圃基地500

亩、优质粮基地1100亩，带动本村22名贫

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除租金外，每亩每年

再给予贫困户200~300元分红，合作社每

年给村集体提成本年度盈余的五分之一。

随着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刘庄村

的各项基础建设也陆续上马。

刘庄变了，变成了富裕、文明、美丽、和

谐的新刘庄。此时，张士兴感觉到更要加

强制度建设。张士兴带头落实“5·10主题

党日、村干部坐班代理服务、党员分类量化

管理”等制度，形成了“再忙也得来开会、也

得来议事、也要去坐班”的工作局面。他们

坚持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在村党支部的

倡导下，贫困户、低保户评选等重大决策均

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程序进行，受到

群众欢迎。

支部是旗帜 党员是盏灯
□本报记者段宝生

▶5月25日，在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的扶贫

就业创业基地生产车间内，贫困户张喜凤正在把生

产出来的奶瓶配件摆放整齐。本报记者仵树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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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村扶贫不养懒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