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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足迹足迹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屈琳琳 彭世繁）8月3日，记者

到西华县检察院采访，听到了两个“之最”的故事，说的是预备党

员杨梓芸，负责管理图书阅览室，舍小家为大家，始终保持着两个

“之最”：开门最早，关门最晚，确保同志们随时可以进阅览室“充

电”。

“这是我院创新机制，以党建带全局，激发干警干事创业积极

性收到的实效。像杨梓芸这样工作认真积极的干警数不胜数。”

该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刘新建说。

坚持做深做实党建工作。该院修建了藏书4000余册的图书

阅览室、80余平方米的新媒体党员活动室、130平方米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展厅，内容丰富多彩。该院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庆“七一”演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等党性教育活动，提高

干警参与党建的热情。

把“支部建在科室”。该院机关20个科室全部建立了党支部，

实现了党建与业务相互促进。党支部让党员“坐得住、学得好”。

对每位党员下达了每年读书不少于10本、撰写心得不少于12篇

的“硬任务”，定期组织开展读书分享会、读书笔记展评和心得交

流等活动。

以党为核心，以党的事业为宗旨，开展各项服务工作。该院

群工办主任王霞，在扶贫中接触到孤儿小慧。为帮助小慧，王霞

对小慧进行心理疏导，帮她走出困境。并与小慧所在的学校沟

通，免除其书本费、学杂费，帮助她申请困难家庭救助和寄养制学

校救助等。如今，小慧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王霞也成了她的

“检察官妈妈”。

支部有引力，党员有活力，工作有成绩。近年，该院连续两届

被最高检察院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和“全国检察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被河南省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周口市检察

院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郑清朝说：

“借鉴当年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创立了把‘支部建在科

室’的做法，像以党治军那样以党治检。我院党员干警在检察队

伍中占绝大多数，党建抓好了，每个党员干警的党性增强了，都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建与业务有机融合起来，检察工作就会健康

快速深入发展。”

“万元户”一词源于20世纪80年代，

是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标签。

改革开放初期，固始县农民蔡林义敢想

敢干，年收入突破了万元，被河南省政府

表彰，成为河南首个“万元户”。

时光如白驹过隙。正值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年之际，当年的“万元户”蔡林义

家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发展变迁？7月12

日，记者踏上了蔡林义的故乡——固始

县胡族铺镇陈营村，寻访河南首家“万元

户”的这些年。

蔡家敢想敢拼靠勤劳致富

沿着宽阔的水泥路前往陈营村，不时

看到“多彩田园”等农业经济实体，记者驱

车一路直达蔡林义家。蔡林义及老伴都

已经过世。在“万元户”的农家院，在家的

只有蔡林义的独子蔡新礼夫妇俩。

75 岁的蔡新礼身体硬朗，性格外

向。他对晚辈的发展都很满意：“大儿子

要接我们到城里住，但我们觉得还是家

乡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陈营村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病有医保，种地

不缴税，吃着自己种的绿色蔬菜，再加上

这里的空气质量也好，我们夫妇不想去

城里住。”

回忆当年，蔡新礼仍感荣耀：“1980

年，陈营村开始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

制，分田到户第一年，我家的粮食就获得

了大丰收。”

“父亲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

影响，1981年，靠着卖粮的收入，在房前

屋后、责任田四周种了4000多棵树苗发

展林业种植，又承包鱼塘养鱼，养殖猪、

牛、羊、鹅……这还不算，父亲还敢想敢

干，磨粉、打油、做挂面、做豆腐，这些加工

业都成了我家当时的营生。”

在蔡林义的带领下，蔡家在联产承

包责任制刚推行一年后，收入就超过了

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尖子“万元

户”。

蔡新礼的家，前面是厨房和过堂，穿

过过堂是一个小院，正房是大厅，大厅两

边各有一个房间，两个房间都装上了空

调。在大厅的墙上贴满了“万元户”蔡林

义当年获得的各种奖状，挂着的劳动模

范勋章，彰显着蔡家昔日的辉煌。

谈及他的三个儿子蔡根芝、蔡龙芝

和蔡芳芝，蔡新礼袒露，每个儿子的发展

生活境况不一样，都各有各的思想，对每

个人的思想他都认同。

第三代走向城市闯市场

在蔡新礼的眼里，大儿子蔡根芝在

三个儿子中发展得最好。

蔡新礼说，蔡根芝高中毕业后，一直

在村里当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外

出务工的人多了起来，看到身边的朋友

和同学都先后走出家门，他也决定出去

闯世界。

记者随后电话采访到远在成都的蔡

根芝，他说，他先后在北京做过机械加

工，在郑州做过装修，在海南种过菜，在

新疆、甘肃发展……直到2004年，同村

的朋友邀他到郑州，一同在水产市场做

调味品，他才最终稳定了下来。

现在，蔡根芝在成都也开了个水产

店。提起奋斗经历，作为蔡家第三代的

顶梁柱，蔡根芝心存感恩：“我要点赞这

个新时代，给我们了无限的可能性，经历

了这些年在外打拼，知道现在的生活来

之不易，要懂得珍惜。”

蔡根芝说，还能记得当年爷爷戴着

劳模奖章，用政府奖励的钱买回全村第

一辆拖拉机的场景，那时候家里确实比

别人富有，自己心里有很大的优越感。

蔡根芝特意要记者告诉年轻读者：

不论上辈多么成功富有，自己一定不要

沉醉在上辈富有的光环下，一定要自己

努力，去闯去拼，即使失败了，内心也很

充实。

通过打拼，蔡根芝在郑州已经扎下

了根，购买了两套房，两部车。

在郑州扎根后，蔡根芝把二弟蔡龙

芝带到了郑州。蔡龙芝的文化程度不

高，就在郑州银基商贸城的美食广场租

了个摊位经营餐饮生意。

采访蔡龙芝时正值中午12点，也是他

最忙的时候，他边干着活边与记者聊着。

“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技术，要融入这

个城市，必须找点事做，假如给别人打

工，拿点工资，总有种不踏实不稳定的感

觉。”蔡龙芝说，“几经琢磨，决定搞餐饮，

经调查，我看到郑州银基商贸城人多，流

动人口也多，在大哥的鼓励和支持下，我

做起了餐饮。这么多年了，在这个领域

干得还蛮得心应手，够我们生活。没有

买房前，在郑州有点漂的感觉，不安定。

现在好了，安定了。”

重视教育的“万元户”后代

在陈营村村委会，包村的镇宣传委

员周相贵告诉记者，蔡芳芝一家属于贫

困户。听到这句话，记者多少有点惊愕，

“万元户”家出了个贫困户。

周相贵说，蔡新礼的三儿子蔡芳芝

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一家五口人，三个

孩子都在上学，两个在上大学，一个在固

始县城上初中，蔡芳芝的妻子一直在陪

读，没有出去工作，而蔡芳芝在外地给人

打工，收入不稳定，家庭开销大，经过民

主评议及张榜公选，大家一致认定其为

该村贫困户家庭。

记者联系采访到蔡芳芝，他表示，因

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

吃了不少亏，所以再穷再苦也要把孩子

培养成才。

孩子在哪里学习，妻子就在哪陪读

照顾。现在，他的大女儿已经是中国农

业大学大二学生，二女儿在信阳上大学。

在采访中，他感恩政府对贫困家庭

给予的帮扶，对祖辈是“万元户”，而今自

己成了贫困户深感愧疚，他说，给祖辈

“抹黑”了。

“贫困户的帽子很重，我想尽快摘

掉。目前，我准备向大哥学习做水产生

意，一定要做勤劳致富的‘万元户’后代。”

蔡芳芝说。

胡族铺镇党委书记李育茹告诉记

者，蔡芳芝虽然是贫困户，但他重视下一

代的培养值得称赞。

进入新时代，“万元户”早已成为历

史的印记，从河南首个“万元户”家第三

代人的起起落落，让我们感悟到：天上不

会掉馅饼，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定

要做有学识有文化，敢闯敢干，有一技之

长的人。

“在家门口培训，可以免费学习做几

十种面点，每天还有30元补助。俺一定

好好学习技能，尽快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致富奔小康。”8月7日，宝丰县前营乡马

庄村贫困群众王真珍在参加该县人社局

组织的贫困家庭劳动力中式面点技能培

训班时高兴地说。

为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今

年以来，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任务，结合工作实际，

明确了“立足岗位、以人为本”的工作思

路，采取在群众家门口、在农户家中、在田

间地头授课的方式，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

培训。该局还摸索精准扶贫工作的新方

法、新举措，推行“社保+扶贫”“就业+扶

贫”，将社会保险、就业创业等各项工作与

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有效助推了人社

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贫困家庭劳动力

转移就业，实现脱贫打好基础。

截至目前，该局下乡举办汽车驾驶

就业技能培训班5期，在28个村免费举

办32期中式面点就业技能培训班，共培

训返乡农民工、贫困家庭劳动力 2744

人，其中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415人，大

大提高了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及就业

竞争力。367名因照顾家庭不能外出务

工的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实现高质量就业。

家住该县周庄镇中和寨村贫困户丁

菊红，因照顾家中病人，不能外出打工，生

活非常困难。今年4月，丁菊红参加了在

家门口举行的助力脱贫攻坚“引企下乡”

转移就业专场招聘会后，到宝丰源泉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中和寨扶贫基地务工，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

“现在扶贫力度真大，招聘会都开到

了俺家门口。让俺在家门口干活，既能挣

钱，又能照顾家庭，每天收入50元钱，生

活比以前好了许多。”说起现在的生活，丁

菊红满意地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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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

店镇东水头村，人称“葫芦姐”的郭缎婷

（右）在用葫芦制作工艺品。2008年，

郭缎婷赴烟台市学习葫芦画的制作，

掌握了葫芦画雕、刻、烫、烙的精髓。

2012 年，郭缎婷返乡开始创作葫芦

画，其工艺品亮相三门峡首届特博会，

受到客商青睐。目前“葫芦姐”的工

艺葫芦已成为该镇的一个特色品牌。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彭红勇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穆一清）
8月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服务和保障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绿色发展。

《意见》共分为三个部分15条。强

调要以党的十九大、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指导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通过专业化的环境资源

审判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

和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升新时代生态

环境保护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水平。

《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和创新审判工作机制，加大环境资源

案件执行力度，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资

源纠纷解决机制。突出重点区域生态

环境治理，加大涉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案件审理力度，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审判

工作。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水安
霍婉玉）近日，第六届河南曲艺牡丹奖全

省曲艺大赛在南阳市举行，来自全省18

个省辖市、150多位参赛人员的36个节

目通过三场比赛，最终评出“牡丹奖”节目

奖、“牡丹奖”表演奖、“牡丹奖”文学奖25

个。由许昌市建安区文化馆选送入围的

原创小品《上门女婿》获得河南省曲艺最

高奖“牡丹奖”节目奖金奖。

此次大赛由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曲

艺家协会、南阳市委宣传部、南阳市文广

新局联合主办。河南曲艺牡丹奖是经省

委宣传部批准，并由省文联和省曲协主

办的全省综合性曲艺艺术专业大奖，也

是河南曲艺最高奖。本届牡丹奖评奖首

次开启比赛程序，将各推荐单位报送的

节目进行初评，再将入围的36个节目进

行现场共三场比赛，最终评出牡丹奖节

目奖、表演奖、文学奖和相对应的提名

奖。

原创小品《上门女婿》展现了农民致

富后搬进新型社区的趣事。四名演员均

为建安区文化馆文艺工作者或文化志愿

者。

许昌市建安区

小品《上门女婿》获省级曲艺金奖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徐光亚)

8月8日，由平顶山市政府主办，市国土

资源局，湛河区委、区政府承办的平顶山

市储备土地推介会和湛河区专场推介暨

招商选资活动举行。该市拿出16宗近

1900亩储备土地，向13家全国知名房

地产开发企业和51家当地品牌房地产

开发企业进行推介。其中湛河区共拿出

7宗1025.87亩储备土地，现场签约4个

项目，签约金额38.2亿元。

当天上午，与会的中建国际、恒大、

碧桂园、万达等13家全国知名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当地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代

表实地考察了湛河区、高新区、新城区的

推荐地块。

据了解，近年来，湛河区围绕“主业

做大副业做强”的思路，确定了金融服

务业和健康养老业为主导产业，并制定

了“一城两区三带”发展战略，规划实施

湛南新城、特色商业区、工业园区、现代

物流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湖东片区

六大发展板块，融合了电商物流、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农业田园综合体

等业态。

平顶山

近1900亩储备土地对外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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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家“万元户”的这些年
□本报记者张莹尹小剑

宝丰促进贫困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国栋黄越

三门峡
“葫芦姐”
雕出“金”葫芦

省高院出台《意见》

强力保障绿色发展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9日电农业农村

部农药检定所总农艺师季颖9日在中国农药发

展与应用协会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表示，将

按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多措并举”的原则，

力争5年内淘汰高毒农药，并力推实现登记超

过15年的老旧农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季颖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

经淘汰了六六六、滴滴涕等43种高毒高风险

农药，目前农业上使用的在登记有效状态的

高毒农药有10种。农业农村部对高毒农药将

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施，目前涕灭威、水胺硫

磷、甲拌磷完成了可行性论证，拟境内禁用，

并启动甲基异柳磷、灭线磷、氧乐果、磷化铝

淘汰方案。

同时，重点对已登记15年以上的品种开

展周期性评价。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登记

超过15年的农药品种有478种。农业农村部

初步选定草甘膦、多菌灵等10种农药开展再

评价，并力推其他登记超过15年的农药品种

实现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农业农村部：将加快淘汰高毒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