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封丘县黄陵镇庄呼村

的贫困户张建花来说，每日早

晨，她都没有抓紧时间吃完早

饭去上班这个概念，因为她工

作的工厂，就在村里面，走路几

分钟就到了。吃过早饭送完孩

子上学，不紧不慢地赶到工厂，

张建花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对于庄呼村的贫困户和村

民来说，像张建花一样在村里

面寻个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儿。小小的庄呼村，却有着

新乡市天虹教育用品有限公

司、河南卓越衣架有限公司等

四个合作社和公司，生产的书

桌和衣架等，销路十分好。“现

在已经过了订单旺季了，你们

要是早点儿来，会看到厂房外

面的路上堆的都是课桌！”9月

12日，庄呼村党支部书记赵恒

指着堆满课桌的厂房告诉记

者。

赵恒今年50岁，是地地道

道的庄呼村人。除了庄呼村

的村支书，赵恒还有另外一个

身份：成功的商人，他经营着一家起重机厂。“以前也穷

啊，推销过文具、干过建筑生意还开过酒厂。也是慢慢

打拼才让现在的日子好过点儿！”赵恒感慨道。2005年

7月，在村民的期盼下，赵恒上任了，成了庄呼村的“主

心骨”。

庄呼村共有74户贫困户，244名贫困村民。从上任

开始，如何带领贫困户、村民脱贫致富，就成了赵恒日思

夜想的问题。和村干部商量，有事没事就找村民聊聊

天。“聊得多了，有啥好想法就怕自己忘了，我这个‘大老

粗’也学着开始记笔记了。”赵恒爽朗一笑，拿出了一个

黑色笔记本。

征得赵恒同意，记者翻开了这个笔记本，除了日常

的会议记录，更多的是村民家情况和开完每个会后的

心得体会。“做一个好人、有好的想法、办事公正、不怕

吃亏……做到这些，才是一名合格的干部。”这是赵恒

笔记本上最新一页的话，字迹虽然称不上漂亮，但看得

出来，写得格外用心和认真。

工厂离家近，有病人的贫困户可以上班照顾家里两

不误；工作时间灵活，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也能量力工

作；不是体力活，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留守在家里的妇女

和老人也能挣个钱贴补家里了……经过认真地调查和

反复思考，赵恒终于下定决心在村子里把工厂开起来。

徐晓栋是庄呼村支部书记赵恒引进来的“创业达

人”，从河南卓越衣架有限公司生产干洗店用一次性衣

架项目入驻庄呼村后，就和这里的扶贫结下了不解之

缘，他告诉记者：“赵书记对贫困户是偏心得很，招工时，

贫困户优先选用！”

工厂开起来了，贫困户有工作了，赵恒却似乎还有

心事，很快，他把所有即将上岗的贫困户叫到了一起，开

了个座谈会。“既然有活干、想干活了，就好好干，努力

干。不可能一直靠着国家扶持啊，没有大病没有啥特殊

原因的能脱贫的，咱就得靠自己。”座谈会上，赵恒语重

心长地和贫困户们说。

村里的贫困户刘峰，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儿

子出车祸后，儿媳改了嫁，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加上老

伴身体不好，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已经70岁的老汉身

上。“也动过轻生的念头，但村里对我关心啊！赵书记让

俺去衣架厂上班，每月能拿两千多块钱。”除了工厂的工

作，刘峰还在赵恒的引导下种上了果树，果树的收益，不

仅让刘峰一家彻底脱了贫，还过上了好日子。“没想到我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打个‘翻身仗’，没有赵书记，这事谁

敢想啊！”刘峰兴奋地说。

“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给我说，

不行了我再去瞧瞧，尽快把房子修

好……”9月7日上午，这是采访进

行到十几分钟时，肖勇接到的第二

个电话。原阳县陡门乡韦城村支

书打来电话，和肖勇商量给一户贫

困户落实“安居工程”的事情。挂

完电话和记者没说两句，肖勇的电

话又响了……

肖勇是原阳县陡门乡的党委副

书记，陡门乡的扶贫工作，主要由他

来统筹负责。陡门乡地处黄河滩

区，是原阳县贫困人口最多的乡镇，

仅贫困村就有25个，扶贫任务的艰

巨可想而知。大到把握全乡的扶贫

进度，小到落实资助贫困户的一项

资金补贴，乡里的扶贫工作，肖勇时

时刻刻都在记挂着。接电话、打电

话，一天的时间，有半天的时间都在

手机通话中度过，刚挂完一个电话

紧接着又来一个，对于肖勇来说，这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正常使用电

量能用两天的手机，在肖勇这里，只

要一天甚至半天就需要充电了。

原阳县陡门乡陡东村的刘玉

祥，成立了原阳县祥文农机服务农

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100多

亩土地，建成了一个西红柿种植基

地。算上长期工和临时工，目前已

经有20多名贫困户在刘玉祥的西

红柿大棚里工作，主要干些浇地、

打药、除草的活儿，临时工每人每

天70块，长期工每月能拿到3000

多块钱；同时，合作社流转贫困户

土地，租金每亩每年1000元。“基

地成立前，肖书记可真是没少往俺

这跑，有时候能跑好几趟，就是为

了帮着俺协调土地，打的电话更是

数不清了！”刘玉祥告诉记者。

今年50多岁的邓秀枝，就是在

刘玉祥的西红柿大棚里工作的贫困

户之一。邓秀枝一直独自抚养着两

个孩子，孩子需要上学，需要花钱，

加上邓秀枝自己身体也不好，一家

人的生活是入不敷出。“乡里的肖书

记和村里的干部介绍俺到这里来上

班，一月能拿两千多，有事儿就能请

假，孩子也大了，肖书记告诉俺，今

年年底，俺家就能脱贫了！”赵秀枝

说道，脸上满是笑容。

“像这样的扶贫基地全乡一共

有16个，主要以种植、养殖为主，陡

门乡有很大面积的滩区，短时间引

进大的产业和工厂不太现实。”肖

勇介绍说，“种植果树、蔬菜，养牛、

养羊等，群众易接受，风险也比较

小，能够带动一大批贫困户就近就

业。发展扶贫产业，得出效果，所

以要因地制宜，仔细考虑。”

“肖书记对待工作非常负责，

扶贫前期整理档卡的任务比较

重，他和我们一起加班到深夜，有

时甚至让我们提前回去休息，剩

下的他自己整理。”陡门乡扶贫办

主任田海涛回忆说，“甚至两个月

前他老岳父过世，他都是到葬礼

那天才到场。”

提起岳父，肖勇眼圈有些泛红：

“他因为生病瘫痪在床，在我家这一

年多一直是我妻子在照料，岳父的

后事也是她料理的……”那时候正

是扶贫任务最重的时候，肖勇不能

更不愿轻易扔下自己手头的工作。

工作最忙的时候，肖勇有11天

没有回过家；因为患有高血压，工

作太忙的时候，为了保持血压稳

定，肖勇一天吃过5片降压药……

提起妻子和两个孩子，肖勇打趣

道：“他们有时想埋怨估计也见不

到我，想给我打电话估计也是占线

打不进来，哈哈。”但看得出来，对

于家庭，肖勇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觉得自己做得有多优秀，

扶贫是我现阶段的工作重心，是工

作，咱就得干好，要对得起乡亲们

对咱的信任……”说话间，肖勇的

手机又响了。

“俺不太会说话，只会干活

啊！”9月12日，在新乡县朗公庙镇

东荆楼村见到刘习合时，面对记

者，内向寡言的他一时不知该说什

么。“前些日子换届，2800张有效选

票，刘书记获得了2300多票，再次

当选了我们村的村委会主任，并且

同样以高票当选了村支书，在俺村

里，谁都没他有威望！”东荆楼村党

支部委员刘庆计在一旁介绍起了

刘习合的“光荣往事”。

2008年以前，刘习合在新乡承

包工地干建筑，收入颇丰，也算得上

村里的“成功人士”。后经乡亲们的

劝说，怀揣着对家乡的惦念，刘习合

放弃了新乡的一切，回到家乡干起

了“低收入”的村委会主任，这一干

就是十年。“刚回来时，孩子他妈气

得都不让俺喝糊涂，现在还会埋怨

俺，要是不回来干这，手头咋会这么

紧！”刘习合乐呵呵地说，“但俺不觉

得后悔啊，现在村里变化这么大，可

比多挣那几个钱有意思多了。”

在东荆楼村，有一个颇具规模

的养羊场，100多只小羊正“咩咩”

叫着吃草。这个养羊场是贫困户贺

前远办起来的，因为在家中排行老

五，他还专门注册了个公司，名字就

叫：老五养羊场。卖羊能挣钱，白花

花的小羊是贺前远和妻子最大的希

望，小羊无论在干啥，贺前远看着都

是高兴的。但这一天，贺前远却愁

眉不展，直到在羊场见到了刘习合。

天气渐凉。贺前远开始为小

羊准备过冬的草料，但拉草料的车

却被羊场外面的一根高压电线杆的

接线拦住了。“俺也不敢随便剪了这

线，叫大车把草料拉来就是图个方

便，没想到这还成了麻烦事儿！”见到

来看自己的刘习合，贺前远一股脑儿

把苦水倒了出来。刘习合安慰了贺

前远几句后，便打起了电话。“请明天

一定派人过来，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

电话！”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类似这样的事情，刘习合处理

的次数数不清，不管是大事小事，刘

习合都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不仅

办得好，而且办得快。前些年刚回

到村里时，刘习合用积蓄买了一辆

轿车，没想到成了村里的“救护车”。

“那时候有车的村民还很少，

有啥紧急情况就爱给我打电话，最

多的就是借车送病人。”刘习合告

诉记者，“有的村民借完车非要给

我加油，我都拒绝了，这人命关天

的事儿，我这是在做好事啊，在乎

那几个油钱干啥。”

在东荆楼村委会的楼前，有一

个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舞台、路灯、音响设备一应俱全，如

果不是村里人介绍，很难想象这里

曾经是个堆满垃圾、蚊蝇乱飞、臭气

熏天的水沟。“这个广场是在2016

年11月30日建成的，那天是俺55

岁的生日，真觉得这就是俺和东荆

楼的缘分啊！”刘习合一脸的幸福。

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刘习合

从一个“只认钱”的包工头变成了一

个“不惜钱”的村干部，而东荆楼村，

也从一个贫困村“变身”成了文明

村，还成为新乡县朗公庙镇的“乡村

振兴”示范村。“60亩的西红柿大棚

马上就要建起来了，村里也越来越

有钱了，当时选择回来是正确的，那

时候发的只是小财，现在俺发的可

是‘大财’，这财不是谁都能发的！”

刘习合高兴地对身边人说道。

“她来俺家的次数都数不清

了！”9月13日，见到获嘉县照镜镇

西仓村的贫困户樊秋霞时，她止不

住地夸起了侯丽慧。虽然说不上侯

丽慧的具体职位，但樊秋霞知道，这

个从镇里来的女干部不但没有架

子，还给村里干了不少事儿。樊秋

霞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失去了行

走能力，日常行走不便，生活也十分

艰难。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侯丽慧

和村干部为樊秋霞争取到了金融扶

贫、健康扶贫等各项政策补贴，樊秋

霞的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侯丽慧1988年出生，标准的

80后，是2011年考入获嘉县的河

南省选调生，现任获嘉县照镜镇党

委委员和妇联主席。今年1月，她

临危受命，来到照镜镇担任起西仓

村脱贫攻坚责任组长。面对千头

万绪的扶贫工作，侯丽慧没有露出

半点娇气，不但很快适应了新的工

作，还从中寻找出了乐趣，有了属

于自己的一套“扶贫经”。

“把扶贫当成良心活儿，而不

是当成必须应付的工作，干起来就

没那累了。”

身为扶贫责任组长，与驻村第

一书记和村干部的职责不同，侯丽

慧的工作更确切地来说是“引导者”

和“监督者”。要看贫困户家的各项

扶贫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及时了解

第一书记的困难与需求，还要以“旁

观者”的角度及时为村干部们出谋

划策，以便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她还对西仓村正在上学的贫

困儿童额外申请了多项资助。

西仓村有贫困户27户53人，

且多是因病、因残致贫，不少贫困

户家里都有病人或者老人需要照

顾，家里一旦没有人，就格外容易

出现意外情况。为此，侯丽慧叫来

村里的党员，为每个党员分配了需

要帮扶的贫困户。“把贫困户分配

到人，这样工作也更有效率，谁家

有个突发事件，我们也能在第一时

间了解到。”侯丽慧解释道。

西仓村的扶贫工作、镇里的工

作，几乎占满了侯丽慧的所有时

间。侯丽慧有一个5岁的女儿，因

为忙于工作，女儿一直是侯丽慧的

妈妈帮忙照顾。“女儿总是会问我：

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送他们去幼

儿园，为什么他们的妈妈都不忙，

只有妈妈你这么忙？”说到这里，

能说会道的侯丽慧一时语塞，不

知道该说些什么，“用女儿的话

说，我就是视频妈妈和电话妈妈，

因为她只有在视频和电话里才能

见到妈妈。”

“不要把扶贫当负担，贫困人

口是村里工作的短板，把这个短板

补齐了，今后的各项工作都容易推

进。”这是侯丽慧经常和西仓村的干

部们说的一句话，在侯丽慧眼里，扶

贫不是一项附加任务，而应该当做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拿出狠劲儿，

铆足干劲儿，争取尽快把贫困这个

短板转换为亮点，让西仓村的村民

都能尽快过上富裕且幸福的生活。”

对工作全心全意的付出，赢得

的当然是一致的好评。“侯丽慧虽

然年轻，但是为人非常稳重，在工

作中有自己独到的想法。虽然是

个女同志，但自打俺和她接触，她

就从来没偷过懒、叫过累！”提起侯

丽慧，西仓村党支部书记樊好成止

不住地夸赞，“她帮扶俺村有近一

年的时间了，帮助俺们太多了，说

真心话，真心想让她待久一点儿！”

前不久的村“两委”换

届选举，长垣县方里镇铁

炉村的段计铭再次全票通

过。段计铭今年63岁，二

十年来，他一直是村支部

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

铁炉村地处背河洼

地，东临黄河大堤，全村共

有885户3703口人，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53 户

174人，2017年脱贫21户

93人。“管好党支部，农村

肯定富！”这是段计铭时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段

计铭和党支部的共同努力

下，铁炉村实现了美丽“蜕

变”——村干部十几年如

一日坐班守岗为群众服务

雷打不动；街道路面全部

硬化、绿化、亮化，建成了

1100平方米的村室、漂亮

的游园和宽敞的党群文体

广场。

对于段计铭来说，面

对铁炉村，他有着和其他

村民一样对故乡的热爱，

但因为干了二十年的村干

部，段计铭对铁炉村还有

着像孩子一样的期许：对

村子的现状永远不满足，

希望村子的发展是一年比

一年好。

“村党支部有没有战

斗力，村干部在群众心里

有没有威信，关键在于支部一班人能否搞好团

结，在处理事情上能否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段计铭说出自己的见解。工作中，段计铭始终

以身作则，做到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干，不利

于团结的话不说。不搞“一言堂”，既要让干部

群众畅所欲言，反映民意，又敢于集中，重大问

题坚持集体决定，使村里的村务、财务、党务制

度及重大事务得到了及时的公开，增加了工作

透明度，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2008年以来，铁炉村就制定并执行了村

“两委”成员在村委会坐班制度，节假日群众办

事也能找到人。铁炉村的班子在段计铭的带

领下，经过多年的磨合和自我提升，已建设成

为一个团结的班子、活泼的班子、务实的班子、

干事的班子、敢于担当的班子。如今，铁炉村

民风淳朴，党员有向心力、风气正，“两委”班子

健全，各自分工负责、包片工作。

着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整村尽快脱

贫。段计铭带领村“两委”一班人经过认真调

研、深入走访，一致同意利用国家发展集体经

济资金140万元，将资金以入股分红形式投入

到长垣县继铭种植专业合作社，每年效益收入

不低于银行贷款利率，10万元左右。

贫困户段连培，是合作社的受益者之一，

在2014年已经脱贫的他，因为妻子病重，一家

人再次返了贫。“段书记来到家里，告诉俺把自

己手里的两亩多地流转出去，不用自己种一年

也能收入一千多块，抽空再去合作社干个活

儿，脱贫不是啥难事！”段连培兴奋地告诉记

者。

段计铭已经63岁了，孩子们都大了各自成

家，早已不在村里生活了。段计铭和老伴一同

生活在村里，一起守护着自己的宅子和铁炉村

这个“大家”。“在村委会找不到我，有的村民就

直接跑到家里去了，看到乡亲们，我就觉得安

心。想这么一直干下去，守着铁炉村！”

有付出就有回报。铁炉村的工作得到了

上级领导的认可，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先后

被长垣县授予“农村工作目标管理先进党支

部”“三星级文明村”“先进文化大院”“先进基

层党组织”；被新乡市授予“先进基层党校”；被

省政府授予“省级生态村”“河南省生态文明

村”等荣誉称号。段计铭本人也被评为长垣县

“功勋书记”、新乡市“五个好党支部书记”“新

乡市劳动模范”“河南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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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五

习近平曾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基层一线扶贫工作者是脱
贫攻坚的生力军，要发扬他们扎根基
层、敢挑重担、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精
神，激励各方面坚定信心、积极行动，进
一步增强脱贫攻坚合力。

新乡市按照“双好双强”标准，选优
配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该市3608个
村已顺利完成支部换届选举。同时，将
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长与第一书记列
入组织部门管理考核范畴，充分调动工
作积极性，安排各乡镇对责任组长履职
情况进行排查，调整充实710人。本次
系列报道选择5名基层干部，看看他们
是如何在自己的脱贫攻坚岗位奉献汗
水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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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的手机，撂不下的牵挂
——记原阳县陡门乡党委副书记肖勇

为了村民“不惜财”
——记新乡县朗公庙镇东荆楼村党支部书记刘习合

80后妈妈的“扶贫经”
——记获嘉县照镜镇西仓村脱贫攻坚责任组长侯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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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计铭（左）与贫困户算收入账

刘习合（右）站在新建的广场上

侯丽慧（左）家访贫困户

赵恒在工作

肖勇（左）到养牛扶贫基地了解贫困户的增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