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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妮 双肩撑起两个家

西峡县许保立 走出一条自立自强路

□本报记者张舒娜实习生高荣

虞城县

文化广场花开贫困村

延津县

戏曲进村助力扶贫

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

垃圾中转站让环境更洁净

遂平县花庄镇田庵村村民赵四妮12

岁时，母亲因病离世。哥哥和父亲又前后

100多天的时间接连去世，嫂子离家出

走，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开始独自抚

养年仅1岁和5岁的侄子。结婚后，丈夫

杨自立又突发脑梗病倒。赵四妮不放弃、

不抛弃，不仅照顾丈夫，而且将4个孩子

供养成人，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入伍戍边，

并相继成家立业

用爱撑起一个家

出生于1963年的赵四妮5岁就开始

捡柴烧饭，帮助父母干一些家务活。上学

后，她更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

刻苦上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正

当赵四妮想靠着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大

学梦、改变人生命运时，一场家庭变故不

期而至，1975年，母亲因病离世，她便从

此尝到生活的艰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赵四妮还未从

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新的灾难又

降临到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本来身体就

不好的哥哥又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和糖

尿病，卧病在床且双目失明，嫂子撇下两

个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父亲也被气得

病倒，此时，赵四妮毅然决定辍学，开始照

顾起两个年幼的侄子。

1983年，重病缠身的哥哥赵海峰离

开人世。100多天后，父亲赵清富去世。

接二连三的不幸并没有击垮这个弱女子，

反倒让她变得更加坚强。

从此，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侄子东挪

西借，辗转度日。为了生计，她带着侄子

去工地抬过石头，进砖场搬过砖头，到菜

市场卖过青菜，甚至捡过破烂。最难的莫

过于农忙时节，她把侄子带到地里，一边

照顾侄子，一边抢收庄稼。侄子哭了闹了

抱着哄哄，不哭不闹就赶紧干活，要强的

她从不甘示弱，两步并成一步走，一天当

成两天用，汗水加着泪水，她从未向人诉

说过。

侄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吃饭都困难

的她咬紧牙关把两个侄子送到了学校。

“再苦也不能耽误侄子上学，只有上学他

们才有希望。”在赵四妮心中始终有这样

的信念。

转眼间，赵四妮已经27岁了，早过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个侄子是她放不下的

牵挂，但也成了她婚姻上的最大难题。经

人介绍，赵四妮结识了好心人杨自立，他

佩服赵四妮的所作所为，也能接受他的两

个侄子。一年后，他们登记结婚，赵四妮

带着两个侄子嫁到同样一穷二白的杨家。

夫妻俩通过努力打拼终于熬出了头，

不仅还清了外债，大侄子也如愿考上了大

学，二侄子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儿子杨

帅、女儿杨令在学校成绩优异。

用心经营一个家

正在对美好生活向往中的赵四妮怎么

也没想到，厄运再次降临在她的身上。

2007年，丈夫杨自立突发脑梗，虽治

疗及时保住了性命，却半身不遂，生活不

能自理。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地里的农活要

干，家里上初中的女儿和上高中的儿子

要照顾，更要不分昼夜给丈夫端茶喂药、

舒筋按摩。日夜操劳几个月，赵四妮整整

瘦了10多斤。面对整天疲惫不堪的妻

子，不忍心拖累她的丈夫杨自立曾提出过

离婚，赵四妮狠狠地把丈夫骂了一顿“有

爱就有家，哪能有困难就放弃了。”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赵四妮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

下，丈夫能勉强下床行走，这让她深感欣

慰。

善良的赵四妮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

仍然积极乐观面对，在悉心照顾丈夫的同

时，她还不忘抽空去照顾年迈多病的公

公，有时还会把公公接到自己家中尽孝。

如今，丈夫逢人便讲：“第二次生命是赵四

妮给我的，家更是她给我撑着的。”

“要不是赶上党的扶贫好政策，我坟

头上的草都长老高了，哈哈哈……”10

月12日，在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村民

李西同家，女主人朱永兰一见到记者，话

匣子就打开了，说话间笑声朗朗，谁都想

不到她是个患有尿毒症的病人。

今年53岁的李西同原本有个幸福

的小家。年轻时带着妻子、女儿在外打

工，依靠勤劳的双手，生活得还算不错。

但天有不测风云，10年前，妻子朱永兰

被检查出患了尿毒症。高昂的医疗费花

光了多年的积蓄，压得夫妻俩喘不过气

来，无奈回到了老家。由于久在外打工，

家中的土坯房已无法居住，只好寄住在

叔叔的两间简易房里。为了给妻子治

病，李西同四处借钱，一周两次的透析让

家庭难以为继。

“当时就感觉没希望了，家里把我的

棺材都备好了。真没想到我又活过来

了，现在还生活得非常好。”朱永兰指着

小院一侧简易棚里的棺材，笑着对记者

说。

党的扶贫春风吹到了红花村，吹进

了这个农家小院。根据扶贫政策，李家

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对口帮扶工作中，河南省国土资

源厅要求厅机关和直属单位党支部精准

帮扶到户到人，帮扶人要到贫困户家中

实地了解情况，分析致贫原因，找出脱贫

致富的办法。河南省电子政务中心负责

对口帮扶李西同一家，副主任张东成为

直接帮扶人。

李西同家有4亩林地、3亩耕地，除

种植有粮食作物外，还种有茶树。但因

家中有病人，无法外出销售，每年茶叶销

路不畅。了解到这种情况，电子政务中

心承诺每年帮李家销售一部分茶叶，解

决茶叶销售难问题。过去两年，该中心

就帮助其销售茶叶1.3万多元，有效增加

了其家庭收入。

如今李西同家，享受着各项帮扶政

策，朱永兰每周要去县医院做两次透析

治疗，医疗费全免。家里的耕地流转出

去，一年收入1500元，茶叶销售每年收

入近2万元。她的身体好了，生活能自

理了，李西同在农闲时间，每年能外出

务工 4个月，每月收入大约 3000 元。

记者采访时，李西同已去天津打工一个

月了。

“今年，政府给俺家补贴了6万元进

行易地搬迁，俺自己又凑了5万，盖起了

这座新房子。五月初十搬到了新家。”站

在干净整洁的新房前，朱永兰笑得合不

拢嘴，正屋门口上方“乔迁志喜”四个字

仍透着喜庆。

同李西同家一样，河南省国土资源

厅19个机关处室和厅属单位在红花村

对口帮扶贫困户148户 480人。三年

来，省厅持续加大对红花村的帮扶力度，

在资金、项目、政策上给予大力关照，先

后为该村投入项目资金1700余万元。

厅领导坚持每月轮流到村开展扶贫工作

两天，走访慰问贫困户，和村“两委”共同

商议脱贫摘帽、致富增收的途径，谋划红

花村脱贫致富路子。对口帮扶责任人每

季度入户走访两次以上，了解帮扶对象

的所需所想，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先后

派出两批得力党员干部驻村开展帮扶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2017年底，红花

村有72户296人实现脱贫。

“到今年年底，红花村要再脱贫58

户158人，完成脱贫摘帽的目标任务。”

省国土资源厅驻红花村第一书记王俊超

信心十足地说。

□通讯员魏冉 代廷伟 李运良
本报记者黄华

本报讯（记者孙玮 通讯员李建彬
孙科）10月18日，麦播尚未完全结束的

延津县司寨乡前新乡屯村村民饱享了

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该县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平调剧团到

该村演出，演出不仅包括传统剧目，还

有该团结合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新排的

现代戏《赵大婶脱贫记》《驻村书记是儿

媳》等，受到村民的交口称赞，现场观众

达500多人。

该县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结合行业

实际，积极开展文化扶贫，志智双扶，有

力地促进了该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全

县共投资237万元，为43个贫困村修建

了文体广场和简易戏台，投资187万元

配齐了文化宣传栏、广播器材、体育器材

等，全县贫困村全部建成了标准化、规范

化的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达

标率100%，位居新乡市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赵素丽 记者

李燕）10月22日，一辆垃圾车正在往移

动式垃圾压缩车“进料口”自卸垃圾，其

他几辆垃圾车正在有序排队等候。经

过前期紧张的筹备与建设，这个位于商

丘市睢阳区李口镇五里杨村小庄集的

垃圾中转站正式投入使用。

该垃圾中转站采取机构压缩工艺

处理垃圾，日处理居民生活垃圾10吨，

实现了全镇居民生活垃圾定人、定点、

定时收集，经中转站压缩转运至区垃圾

处理场集中处理，真正形成了“村收集

—镇转运—区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模

式，确保了全镇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进

一步提高了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水平，切实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美化

了乡村环境。

今年以来，李口镇深入推进全镇环

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先后购置了垃圾

桶6000余个、建造垃圾池200余个、配

备环卫工人106名，实现了镇村组保洁

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孙俊旗 李东祥
记者董伦峰）10月22日，中国开封第

36届菊花文化节尉氏县县情说明项

目推介暨签约仪式盛大举行。

尉氏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替投

资者着想、帮投资者成功、助投资者发

展、为投资者服务”的理念，全力打造优

越、诚信、安全的投资环境，与先进地区

企业间的合作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签约仪式上，投资5亿元的中民筑

友绿色建筑科技园项目、投资5亿元的年

产16万套真皮汽车坐垫生产项目等42

个项目成功签约，签约总金额580亿元。

此外，尉氏县还重点推介了251

个项目，包含健康医疗设备类、纺织服

装类、现代家居类、农副产品深加工类

等，总投资约3467亿元，其中投资1

亿元以上的项目241个。

本报讯（通讯员庞卫东 常敏 记者

马丙宇）10月16日，在国家扶贫日和重

阳节来临之际，长垣县佘家镇西郝家村

举办了孝老敬老爱心饺子宴活动，该镇

镇村干部、全村志愿者为该村75位老人

送上了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由该村“两委”干部牵头，组织党员

代表、经济能人、普通群众共捐助爱心款

8870元，为村里老人和困难群众举办了

爱心饺子宴。现场的老人忙着观看梨园

春擂主戏曲，年轻人在一旁包饺子。饺

子宴上，西郝家村还对老人们日常的被

褥、服装干净度进行了评比，督促老人的

子女自觉养成孝老敬老习惯，并为评比

领先的6户老人颁发了奖品。

长垣县佘家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培育良好社

会风气，为深入推进文明创建、脱贫攻

坚，促进和谐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

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本报讯 10月19日，西峡县扶贫办

传来好消息，石界河镇通渠村的贫困户

许保立，终于在而立之年“立”起来了。

许保立家是因病致贫的，自从2008

年媳妇得了糖尿病，家里日子一天不如

一天。为了给媳妇治病，家中积蓄花光

了，还欠下不少外债，加上要供闺女上大

学，儿子上高中，家中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就在这个时候，村“两委”及驻村工

作队到他家宣传扶贫政策，他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向村“两委”递交贫困户申请书，通

渠村“两委”了解情况后，经过开会讨论、

群众评议，2016年他被评为贫困户。

虽然家中条件不好，但他一直教育

孩子们要自立自强，同时他也是这样做

的。在帮扶人和农业局驻村工作队的支

持引导下，他种植了1.4万袋香菇，100

余棵山茱萸，虽然累了点，但他每每想到

辛苦后的回报，加上帮扶人、村委及技术

专家一直指导种植技术，鼓励引导，嘘寒

问暖，他一直努力坚持。

发展产业之余帮扶人又帮他申请了

到户增收、低保、公益岗、护林员，享受教

育补贴、医疗政策，今年他又加入了扶贫车

间、专业合作社。种植香菇、山茱萸收益多

了，媳妇医药费报销比例高了，孩子上学有

补助，花钱少了，加上各项补贴，收入大幅增

加，他心里也踏实了，干劲更足了。

虽然许保立因为一时意外致贫，但他

不沮丧，不等不靠，不怕苦不怕累自主发

展产业，终于在去年脱贫，并在石界河镇

第三届“传树争做”先模人物表彰中，被

推举为“自立自强”标兵。（王倩罗小彬）

本报讯（通讯员贾文亮李现果何
文学 记者李燕）政策好了，马路宽了，

环境美了，文化娱乐生活丰富了。这是

近年来虞城县146个贫困村农民的亲

身体会。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走进乔集乡

刘楼村的文化广场，让人感受到了浓浓

的文化气息。劳累一天的村民吃完晚

饭，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到广场上，尽情

地享受广场文化带来的乐趣。

脱贫攻坚以来，虞城同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以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抓

手，着力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文明乡风、

推进移风易俗，以文明建设的新成就扮

靓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从中得到

美妙享受，养成美德品行，过上美好生

活 。党委政府给基层群众搭建展演展

示平台，文化部门为参与跳广场舞的村

民配套音响设施，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

与广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让百姓享受

到脱贫攻坚获得感。

一载风雨砥砺，换来春华秋实。在

滑县脱贫摘帽一年之际，10月17日，来

自全县的党员干部群众和捐款企业代表

共同参与了一个独特的捐款仪式。

“1000万、500万、225万……”在该

县举办的全国第五个“扶贫日”活动上，

28家爱心企业一次性捐出2278.3万元

用于扶贫事业。

自脱贫摘帽以来，滑县始终巩固成

果不放松，持续精准发力补短板，为脱贫

致富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落实“三保障”

政策，让贫困乡村、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

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持续推进健康扶

贫，实行“五提两降一免一保险”医疗保

障政策，新农合覆盖率达100%；开展一

个窗口办理、一站式办结服务等，有效缓

解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加大住房安全保障力度，改造危房

3900多户，“六改一增”1万余户。实施

产业扶贫工程，建成“县有带贫龙头企

业、乡有扶贫产业园区、村有产业扶贫基

地、户有增收致富门路”格局。

据了解，滑县87.72%的贫困户顺利

实现脱贫后，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10.1%下降到1.15%。该县2017年度

的脱贫攻坚工作也在全省年度考核中

获得“综合评价好”的等次，名列直管县

第一。

本报讯（通讯员范谡进贺保良记者

冯刘克）10月21日，天下黄河——百名中

国油画名家大型写生暨主题创作展览河

南段活动在巩义启动，国内著名油画家范

迪安、王辉、翁凯旋、宋克等将用一周时间

对黄河岸边的风景文化进行创作，创作成

果将于12月下旬在郑州市美术馆展出。

10月21日至27日，油画名家们将

在黄河巩义段的石窟寺、北宋皇陵、小关

镇南山等处写生创作。活动总策划王国

建介绍，30多位国内著名油画家联袂在

巩义境内创作，这在巩义文化史是第一

次，大规模用油画展现黄河题材在巩义

也是第一次。著名油画家范迪安说，“天

下黄河”这个主题是对历史投以回望，又

对未来报以前瞻的一种理念，不是一般

地表达黄河之美，而是在“天下”这个词

里，注入对黄河重要性的理解。

10月 21日，濮阳县

五星乡马寨村果农正在

采摘晚秋黄梨。据了解，

该村生态园300余亩晚

秋黄梨喜获丰收，果农们

忙着采摘销售。近年来，

濮阳县积极引导农民发

展优质葡萄、苹果、梨等

生态林果种植，有效地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脱贫

增收。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辉摄

滑县 脱贫摘帽不“解甲”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尚明达

长垣县西郝家村

爱心饺子暖人心

尉氏县

签约项目42个总投资580亿元

巩义市

“天下黄河”河南段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10月22日，

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节杞县县情

说明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隆重举行。

签约仪式上，杞县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政法委书记张富存对计划投资

85亿元的铝型材加工产业、聚甲醛注

塑配件、新能源汽车、大蒜深加工等6

个项目进行了介绍。

此次签约仪式共签约招商引资项

目12个，签约总金额44.5亿元人民

币，分别是总投资7亿元的金仕达铝

型材项目、总投资1.2亿元的洛荣纺纱

纺织项目、年产400万件服装的海澜

之家圣凯诺服饰项目等。

杞县

签约项目12个总投资44.5亿元

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22日，

省环保厅召开环境新闻发布会，副厅长

王朝军对9月全省环境质量排名情况对

外通报。

据了解，按照《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

月排名暨奖惩办法(试行)》的规定,今年

9月份空气质量排名及省辖市9月目标

值完成情况按照空气质量及同比改善程

度由好到差的省辖市依次为：三门峡、济

源、濮阳、鹤壁、洛阳、安阳、焦作、新乡、

南阳、开封、信阳、郑州、许昌、周口、漯

河、驻马店、平顶山、商丘。县(市)排名方

面，按照空气质量由好到差,前20名县

(市)依次为：南阳市南召县,洛阳市孟津

县,安阳市林州市,洛阳市宜阳县,洛阳

市洛宁县,新乡市长垣县,洛阳市汝阳

县、偃师市,周口市沈丘县,三门峡市义

马市、渑池县,洛阳市嵩县,濮阳市范县,

安阳市滑县,商丘市虞城县、宁陵县,洛

阳市栾川县,郑州市登封市,焦作市沁阳

市,鹤壁市浚县。按照空气质量由好到

差, 驻马店市正阳县、安阳市汤阴县、信

阳市罗山县等排在后20名。

在各省辖市空气质量指导性目标完

成方面，王朝军介绍，PM10浓度目标值

未完成的10个省辖市为:开封、平顶山、

安阳、许昌、漯河、南阳、商丘、信阳、周

口、驻马店;PM2.5浓度目标值未完成的

4个省辖市为:平顶山、信阳、周口、驻马

店;优良天数目标值除商丘、济源外,其

他16个省辖市均未完成。

同时，今年9月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共支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金589.2万元，得补447.5万元；共支偿

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金92万元，得补

968万元。综合大气和水两项生态补

偿，9月份支偿金额最高的省辖市是开

封96万元、省直管县是巩义25.2万元；

得补金额最高的省辖市是南阳202万

元、省直管县是滑县26.4万元。

9月全省环境质量排名出炉

固始县红花村 扶贫春风吹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