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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石龙区 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

汝南县农民陈国民

从贫困户到致富标兵

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
在荥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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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石营村石丙刚 返乡创业助民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雨）

“挣的钱比在外面打工少一些，但能照顾

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我现在很知足。”10

月18日，在平顶山市石龙区和谐路上的

一家鞋面加工厂，正在赶制运动鞋鞋面的

南顾庄村村民齐娜说，她的活儿主要就是

为鞋面的U门处固定装饰片、填缝海绵

条，然后缝合后包，不熟练的人5分钟也

做不来，但她熟能生巧，最快用时不到两

分钟。除去接送孩子花去的时间，她只要

坚持做，一天可加工100多双，可以拿到

加工费100元左右。

齐娜曾和许多农村青年一样常年外

出打工，无法照顾家庭。近两年，为了照

顾孩子上学，她不得不留在家里，但没有

收入让她很着急。现在，她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在这家加工厂，有16名留守妇女，其

中6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有人修

剪毛边，有人熨烫，有人打包装箱……整

个现场就是一条流水线，大家配合默契、

工作积极。

加工厂负责人夏玲玲说，她以前也

曾常年在外打工，受大众创业热潮的影

响，2014年10月她和丈夫返乡，筹资买

了4台二手电动缝纫机创办了这个加工

厂，村里的贫困和留守妇女加入了她的

缝纫队伍。在夏玲玲和她丈夫的耐心

指导下，女工们个个熟练掌握了制作工

艺。

由于管理有方，夏玲玲的加工厂和偃

师市的七八家制鞋厂建立了合作关系。

她不断租房办厂扩大规模，现在除了石龙

区有两个加工厂外，在宝丰县大营镇、前

营乡和汝州市还开设了6个。“我们现在

主要面向贫困户招聘女工，让贫困户在我

们这里早日脱贫。”夏玲玲说，现在8个加

工厂有缝纫机170台，长年固定女工160

多人，都是计件发工资。女工每月平均工

资3000元左右，有些干活麻利的，可以拿

到4000元出头。

同在这家加工厂工作的陈峰说，以前

外出打工，农忙或者家里有事就得赶紧回

来。每次回家，路费不说，还要请假，不仅

没了全勤奖，还要扣工资。更让人难受的

是，每次从家离开的时候，孩子都依依不

舍。虽说挣了钱，但无法陪伴孩子是她心

中最大的痛。如今她家离上班的地方也

就三四里地，有事随时可以回家，每月能

拿到三四千元的工资。“既可以照顾老人

和孩子，还能获得稳定的收入，谁还愿意

往外跑。”陈峰说。

他20年如一日，精心照料植物人妻

子，让她从病床上重新站了起来；他19

年坚持与贫困挑战，虽接连失败，却凭

着坚强的毅力，不但还清了外债，还成

为脱贫致富标兵，被汝南县评为“道德

模范”。他就是汝南县常兴镇严庄村农

民陈国民。

今年67岁的陈国民有着坎坷的人

生。1998年秋的一天，爱人田柳枝因突

发脑出血成为植物人。为给爱人治病，

陈国民欠下10多万元的债，成为村里的

贫困户。

面对贫困，陈国民没有退缩，他坚信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道理，决心一边照

料爱人，一边挑战贫困，一干就是19年。

创业身无分文，项目如何选是摆在

陈国民面前的一大难题。1999年的冬

天，陈国民看到生猪价格一路攀升，很

多养殖户依靠养殖生猪赚了钱，他决定

依靠养猪挣钱还债，便赊了本村杨国华

和高联合等人的35头成品母猪。本想

发生猪养殖财的陈国民，却遭遇到市场

疲软，当生猪快要出栏时，价格却一路

走低。连续喂养4年，不但一分钱没挣

到，反而赔了2万多元。

2003年，当地花生米每公斤卖到12

元多，陈国民怀着创业致富的梦想，投亲

靠友，带着妻子到湖北租了200多亩地，

种植了2年花生，最终还是因为价格走

低以赔本而归。

二次创业，接连失败，陈国民抱着爱

人的头痛哭了一场。但挣钱还账的信念

没有改变。

2005年夏天，陈国民听说养鸡能挣

钱，便借钱买了200只“郑州红”鸡仔喂

养，当年收入2万多元。之后，陈国民连

续10年从事肉鸡养殖，每年都在不断扩

大养殖规模，最多时，一年挣了3万多

元，用养鸡换来的钱给爱人治病。

“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

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陈国民一直用

这句话鼓励自己。

2015年秋的一天，陈国民在给鸡打

料时，遇到附近村的湖羊养殖户赖学

礼。赖学礼知道陈国民家的情况，对他

说：“老陈，我教你养羊咋样？”“可我没有

本钱啊？”陈国民不好意思地说。“我先赊

给你20只成品母羊，等你赚了钱再给

我。”赖学礼一句话让陈国民高兴得一夜

没合眼。

第二天，陈国民按照赖学礼的做法，

用木板在院里搭了1米多高的养殖木板

床，上面搭起篷子，将湖羊分为成品羊养

殖区，繁殖区和羊崽区。

羊以食草为主，陈国民每天一大早

起床，拉着架子车到地里割草。回来后

赶紧给爱人做饭、喂饭，擦洗身子，换尿

布。然后再打扫羊舍，清理粪便。每到

晚上，陈国民戴着老花镜，学习湖羊养殖

和疾病防治技术知识。平时，把爱人一

个人留在家里陈国民不放心，他就用架

子车拉着爱人一起去地里割草。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喂养，陈国民当

初喂养的20只母羊繁殖了60多只。

到2017年底，陈国民养殖的湖羊达

到100多只，除留下30只能繁母羊外，

卖了70多只，收入了8万多元，15亩耕

地收入了4万多元，当年摘掉了贫困帽，

还清了外债，还被汝南县文明委评为道

德模范。

如今，陈国民被村委会聘为民事调

解员，遇到矛盾纠纷，陈国民一句“有啥

过不去的沟沟坎坎，难道比俺的日子还

难过？”说得双方面红耳赤。

在陈国民的影响下，严庄村大部分

家庭养殖了湖羊，全村没有发生一起纠

纷，做文明人、说文明话、办文明事蔚然

成风。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任学
军蒋士勋）10月20日，经过5个多小时

艰苦激烈的对弈，徐超投子认负，王天一

夺得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冠军。

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由世界象棋联

合会主办，中国象棋协会、河南省体育

局、郑州市政府承办，郑州市体育局、荥

阳市人民政府、河南天伦集团协办，每两

年举办一届。比赛总奖金为130万元，

其中，冠军奖金为100万元，亚军奖金为

30万元，被誉为世界典范品牌赛事。此

次棋王赛的博弈地点位于荥阳黄河之

南、鸿沟之边的广武山，河南省重点项目

——楚河汉界象棋文化产业园内，象棋

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就源于此。

作为象棋文化策源地，近年来，荥阳

市依托得天独厚的象棋文化资源，携手

河南天伦集团，与中国象棋协会、世界象

棋联合会、亚洲象棋联合会、欧洲象棋联

合会深入落实“共建世界象棋文化之都”

系列合作事项，赛事活动蓬勃开展，象棋

文化愈发普及，共建成效初步显现。

本报讯（通讯员张广起豆文灵记者

巴富强）在外打拼多年事业有成的淮阳

县曹河乡石营村村民石丙刚，热心村里

的公益事业，为家乡发展出钱出力，受到

乡亲们称赞。今年6月，他被群众高票推

选为村委会副主任。石丙刚告诉记者，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照亮村里每一条街

道，打通村里每一户下水管道。

前不久，村民刘纪堂突发脑出血，因

家境贫寒，无钱医治，在村微信群里得知

此事后，身在外地的石丙刚立即打电话

让妻子送去2000元。村里大街修好以

后，乡亲们出行很是方便，但一到晚上，

由于没有安装路灯，整条村街黑灯瞎

火。今年6月份，他出资6万多元购置22

盏高标准太阳能路灯，照亮了群众夜行

之路。

看到石营村农作物种植结构单一，

他在安徽亳州选中中药材种植项目，发

动乡亲们种植中药材。起初村民们有畏

难情绪，担心没有种植经验、投入成本

高、管理难。他决定自己先流转100多

亩地，种植白芷、白芍、牡丹、党参等药

材，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李廷斌）

10月15日，在杞县裴村店乡李岗村果蔬种

植扶贫产业园，贫困户刘庆山告诉记者：

“李书记为了让我们致富，把产业园内刚丰

收的萝卜，以3毛钱一斤的低价卖给我们，

我们拉出去卖，一斤能挣5毛多钱呢。你

看我这一车，100多斤，能挣60多元呢。”

刘庆山口中的李书记叫李元波，是李

岗村党支部书记。3年来，他带领村委成

员积极发展扶贫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成立了杞县发源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果蔬种植扶贫产业园，建设了大棚20

座，占地187亩，吸纳务工贫困户20户35

人，先后种植了甜瓜、西葫芦、香菜、芹菜

等高效经济农作物。每到丰收季节，产业

园和合作社都以最低价把水果蔬菜批发

给贫困群众，让他们到市场上去卖，赚取

销售差价，通过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同

时，李岗村还探索出贫困户分红积分制

度。贫困户通过参加劳动、打扫卫生、好

媳妇评选等一系列活动获得积分，年底根

据积分兑换分红。

“目前，我们已购置10辆裴村店乡李

岗村扶贫大棚蔬菜基地贫困户流动销售

车，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户30人，

参与蔬菜种植、销售，助力贫困户脱贫致

富。”李元波说。

为持续深化“一转三推进”工作，深入开展“九个一”大走访活动，近日，伊川县委书记

李新红（左二）深入葛寨镇黄兑村、黄庄村调研指导“大宣讲、大排查、大整改”活动。

通讯员李雪玲董俊峰 本报记者 黄红立摄

本报讯（通讯员魏冉记者黄华）10月
21日，2018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驻

马店嵖岈山站）圆满落幕。其间，来自国内

外的百余名高水平攀岩运动员齐聚遂平县

嵖岈山风景区，参与这一体育盛会。

本次赛事由中国登山协会、河南省

体育局、驻马店市人民政府主办，驻马店

市教育体育局、遂平县人民政府承办，中

攀商贸（北京）有限公司独家运营。为全

面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打造攀岩运

动品牌，自2017年起，中国登山协会启

动了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这也是

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自然岩壁攀岩赛

事，旨在通过举办全国性的大赛，提升自

然岩壁攀岩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攀岩爱

好者体验自然岩壁攀爬的乐趣。

王孟光是延津县东屯镇大王庄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几年前，因妻子身患

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在随后村里

的贫困户识别中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村里人都以为他从此要过上了苦

日子，但是他不等不靠，通过自己的双

手辛勤劳动，在2016年实现了脱贫，

2017年被新乡市评为脱贫光荣户。

提到前几年的家庭生活状况，王

孟光到现在还感到心痛。当时，王孟光

只是镇里的一名快递员，他一边照顾家

庭，一边琢磨怎样才能让生活好转起

来。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县里的驻村

工作队在走访时了解到了他的想法，积

极和他进行沟通，并和村“两委”精准施

策，为他想办法、谋出路。

不久，王孟光所在的快递店转让，

由于运送快递是个苦差事，所以快递

店迟迟没人接手。经过一番思考，王

孟光决定接手快递店。每天从清早开

始，他就要到市区点拉货、送货，还要

在店里称重、收发快递。王孟光很快

就做得得心应手，从最初当快递员到

现在自己做老板，每天有500多个单

子。现如今，他的快递店已经成为东

屯镇最大的快递收发集中地。就连王

孟光自己也没想到，他已经从几年前

的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户，变成如今

生活舒适、有存款的脱贫光荣户了。

本报讯（通讯员虞静 代秋波 记者

尹小剑）为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进一步提升全县领导干部自觉运用

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日

前，新县举办了“大别山讲堂——《宪法》

《监察法》专题讲座”。

此次活动特邀河南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陈胜强作了题为“宪法修正案和监

察法的精神与内容解读”的专题讲座。

陈胜强全面阐述了宪法修正案的形成过

程、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详细讲解了监

察权“入宪”、监察法重要条文，深刻分析

了宪法、监察法规定的五大关系，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专业解读，具有很

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进一步增强了全

县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

想认识。

本报讯（通讯员范谡进 赵晓红 记

者冯刘克）10月21日，记者从海南三亚

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森林康养与乡村振兴

战略论坛了解到，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

村被确定为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建设单位。

据了解，此次河南省被确定第四批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共有

15家，其中郑州市有2家，分别是巩义市

小关镇南岭新村和五云山国家森林康养

基地，南岭新村是唯一一家以村集体组

织名义入选的单位。

南岭新村生态资源丰富，全村拥有

国家、省级公益林3万亩，经济林3400

亩，森林覆盖率达83%，远超国家平均

水平。近年来，南岭新村坚持以绿色发

展为核心，大力实施绿水青山、旅游畅

通、产业转型、乡风文明等工程，契合了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目标和方向，在把

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新优势的实践中，群众

也尝到了甜头，也更坚定了走上绿色可

持续发展之路的信心。南岭新村先后获

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河南省环保生

态村、河南省林业生态村、河南省卫生村

等荣誉称号。

杞县
产业园铺就致富路

延津县农民王孟光

从“快递哥”到脱贫明星

□通讯员 崔兴辉 吴凯
本报记者 马丙宇

2018中国攀岩自然岩壁系列赛
(嵖岈山站)落幕

新县

举办“大别山讲堂”

巩义市南岭新村

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

10 月 20日，在宝

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

河南省汝瓷烧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王国奇（右
一）与徒弟在整理素烧

胎。近年来，宝丰县高

度重视汝瓷产业发展，

开展以汝瓷代表性传承

人领衔的“传帮带”职业

化培训，以促进汝瓷烧

制技艺水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杨远高通讯

员何五昌摄

本报讯（记者宋朝 通讯员白飞强）

10月21日，偃师市城市管理局根据市

委、市政府、市纪委的统一部署，以百城

提质为契机，总投资300余万元，在市区

建设“偃师市廉洁文化公园”“偃师市廉

政文化公园”“偃师市廉洁文化一条街”

项目，把清廉映入百姓眼帘，让廉洁文化

入脑入心。

“廉洁文化只有根植于群众才能落

地生根，才能遍地开花，才能形成‘人人

促廉、人人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偃师

市投资建设倡廉系列工程廉洁文化公

园、廉洁一条街，就是将廉政文化大众

化、社会化、群众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推动在全市营造崇廉尚廉的良好社会风

尚，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偃师市城管

局局长赵建武说。

截至目前，偃师市华夏广场的官

箴、为官三慎、舐犊情深、汉字里的廉政

文化等雕塑已经完工，绿荫广场梅、兰、

竹、菊雕塑也已完工；体育公园的清风

廉韵、康体广场的亭子、体育公园的凉

亭、华夏路沿线40块地雕也呈现在市

民眼前；偃师市体育公园的百贤迎廉

墙、植物园10个人物雕塑正在施工，预

计年底全部完工。

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公园廉洁文化景

观和公园自然环境浑然一体、相辅相成，

使人们在享受蓝天碧水的同时得到廉政

文化的熏陶，将成为偃师的个性化地标。

宝丰

汝瓷产业
发展迅速

偃师市

让清廉映入眼帘

10月20日，李红标（左）在塑料大棚内采摘辣椒。滑县慈周寨镇北李庄村贫困户李红标，在扶

贫干部的帮助下发展大棚果蔬种植，发家致富脱了贫，盖起了一座30多万元的小洋楼。李红标脱

贫不忘乡亲，通过建立农业技术交流微信群和面对面指导，帮助解决本县和延津、长垣、濮阳、内黄

等县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王子瑞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