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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菇行情不错，仅头茬菇就赚

回了本钱，随后的二茬、三茬都是净赚。”

来到西峡县下张组贫困户贾建设的菇棚，

他正在给菇袋注水，准备催二茬香菇。“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贾建设今年种植了

4000袋香菇，养了5头猪，全年的收入与

去年相比，翻番不成问题。”随行的西峡县

三里庙村党支部书记严超范说。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南阳市纪委监

察委驻村工作队自驻村伊始，驻村第一书

记兼工作队队长雷清松和工作队队员就

准确把握政策，进组入户，对全村群众进

行逐一摸底，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精准

识别、民主评议、筛选贫困对象，严把准入

关口，将先期由村级初定的贫困对象170

户360人进行了三次再识别，最终确定建

档立卡贫困户37户88人。

三里庙村地处浅山丘陵区，群众增收

空间有限、致富项目少，外出务工人口占

全村人口的53%，为使建档立卡贫困户早

日脱贫，驻村工作队逐人逐户找准致贫

“病根”，量身定做脱贫计划和帮扶措施，

开出“良方”拔掉“穷根”。

下东组贫困户贾彦锋，全家五口人，

2016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工

作队的帮扶下，他家于2017年年底顺利

脱贫。由贫困到脱贫，贾彦锋每每提起驻

村工作队，内心都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以

前，我知道自己家贫，但是无门路，一家人

每天要吃要喝，我也想不出脱贫的好办

法。雷书记来到村里后，他不嫌屋里脏，

三天两头来家里和我拉家常，帮我出主

意、想办法，就像亲大哥一样，真是没说

的。”

脱贫后，他的干劲更大了，今年他家

种了5亩西瓜，又养了2000只肉鸡，还种

植了1.4万袋香菇。“到年底，我家的全部

收入可达4万元以上。”贾彦锋言语间充

满自信。

精准扶贫需要下足“绣花功夫”。工

作队还结合每户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对每

户每人应该享受的低保、特困、危房改造、

残疾补贴、到户增收等项目逐一登记，把

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逐项落实到户，使全

村贫困户和脱贫户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和政策保障。如今，全村贫困户人均纯收

入达到7000元。

为使三里庙村得到健康、持续、长远

发展，工作队结合实际，谋划全村发展蓝

图，制定长、短期发展规划。结合荒坡、丘

陵面积大的实际，对全村1140亩荒坡地

进行坡改梯治理，新增土地750多亩，长

期以发展猕猴桃、大樱桃等产业为主，短

期以种植黄姜、香菇等为辅。今年，全村

发展香菇5万多袋，新发展猕猴桃基地

260亩、黄姜1500亩，配套完善了猕猴桃

基地的灌溉设施，全部达到了旱能浇、涝

能排。通过两年多的悉心帮扶，三里庙村

于2017年脱贫“摘帽”，27户64人也脱了

贫。

芦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维生素A以

及硒、铁、锰、锌等微量元素，而且还具有人

体所必需的各种氨基酸，是一种营养丰富

的高档蔬菜。最近，这种蔬菜在柘城县大仵

乡落地生根，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法宝”，

这完全得益于村民连明光的敢想敢干。

连明光原来是大仵乡宋集村的一位

农业经纪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

芦笋不仅是世界十大名菜之一，而且还具有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保健食疗效果，国际市场

需求量比较大。从中发现商机的连明光，立

即就产生了把芦笋带回家种植的想法。

连明光说：“我知道这个项目之后，立

即就去山东菏泽考察，到山东考察过之

后，我联系了一个当地的技术员，回来策

划芦笋怎么种。前年6月开始种植了四

五亩，先试验试验，去年四五月份开始有

了收益。”

掌握了芦笋种植技术的连明光，去年

流转了50多亩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经

过这几年的发展，连明光的芦笋种植基地

发展到了100多亩。村里的贫困户17人

来此务工，每天收入50多元。“我经常来

这里干活儿，每天平均50多元，每月增收

1000多元，今年顺利实现脱贫没问题。”

贫困户韩秀荣高兴地对记者说。

从中获得收益的连明光，又有了一个

新的想法，他说：“我想依托大仵这个基

地，推广到周边各乡镇，让周边的老百姓

都能致富。我的模式就是公司+农户（贫

困户），种子赊给农户（贫困户），见到芦笋

给种子钱，这种模式农民比较能接受。”

目前，连明光已经在全县发展芦笋种

植面积近2000亩。连明光说：“给农民的

保底价是一斤3元。一年四季收购，一亩

地在管理好的情况下收入都能过万元，一

般都是8000元以上。我在县里有个收购

点，包回收。”

随着芦笋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连明

光在做好种植销售的同时，又打起了芦笋

深加工的主意。“现在，全国芦笋的种植面

积50万亩左右，柘城县的种植面积达到

2000亩了。如果深加工，能生产芦笋胶

囊、芦笋片、芦笋饮料、芦笋茶叶等，这些

都是高附加值的东西，我计划开始介入。”

谈及做芦笋深加工连明光信心满满。

这几天，气温忽高忽低，一些年老体

弱的人都患上了感冒。11月21日，新

安县检察院干警李军牵挂着乡下的“亲

人”，便给自己的帮扶对象——新安县北

冶镇裴岭村的张文卿老汉打电话，询问

他的身体情况，提醒他一定注意身体，取

暖时千万注意安全，小心煤气中毒，几句

话说得老李心里热乎乎的。

放下电话，想起这几年李军对自己

和家庭的付出，三年来的一幕幕像放电

影一样，在张老汉的头脑里清晰地闪现：

春节前送来了米和油……

夏天送来了单衣……

秋天送来了时令水果……

冬天送来了棉衣……

李军每次来家里对接、走访交流拉

家常从来不空手。

来的次数多了，张老汉有点坐不住

了，人穷志不能短，他寻思道：人家跟咱

不沾亲不带故，只是来帮咱脱贫的，咋就

恁上心？虽然自己60多岁，上了年纪，

身体不好，有脑梗、心梗干不了重活儿，

但儿子、儿媳妇年轻力壮，脱贫的事儿总

不能都靠政府、靠帮扶人，咱得自己动起

来。说干就干，张老汉和儿子一合计，资

金、技术有限，就干小本生意，到县城摆

个摊，只要肯吃苦、勤快、实在，相信日子

慢慢会好起来。

从选项目、制作麻辣烫工具，到选摊位

地点等，李军跑前跑后，没少操心。三年

来，张老汉的儿子、儿媳妇勤快、诚信，生意

越做越好，张老汉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心情好了，按时吃药，这两三年，张老

汉的心梗、脑梗基本上没犯过，想起这几

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自己和家人的付

出，终于坐不住了，他带着一面写着“人民

公仆 为民解忧”的锦旗和感谢信来到新

安县检察院，代表全家人当面感谢李军。

张文卿一家六口人，以前由于自己

年龄较大，儿子、儿媳妇也没找到合适工

作，生活都成问题。李军结对帮扶后，经

常到他家里宣传党的扶贫政策，面对面、

心连心地交谈，商量项目，使自己树立了

脱贫的信心。

“在朱丙言的大棚里干活儿，很划算，

时间自己掌握，工钱按小时算，多劳多得，

还不影响做饭、接孩子。”11月20日，数着

刚到手的1700元工资，正阳县油坊店乡

余甲村村民余爱花高兴得合不拢嘴。

余爱花口中的朱丙言，是本村原来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两年前，他9岁的

儿子不幸患上过敏性疾病，先后到郑州、

北京等地治疗，花光所有积蓄，还欠债4

万余元。朱丙言出去打工走不开，死守

几亩地，这几年收成不好，加上两个孩子

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5年3月，该县民政局驻村工作

队入村后，见朱丙言夫妇勤劳能干，又有

文化，就推荐他学种香菇。没技术，鼓励

他去外地学习，还帮他协调５万元无息

贷款，请来技师帮他建起塑料大棚，引进

香菇、平菇新菌种，借来香菇袋，买来玉

米芯等育种原料。就这样，朱丙言的一

亩香菇基地建起来了。

经过精心栽培，朱丙言的香菇和平

菇都试种成功，利润高达70%。数着到

手的百元大钞朱丙言信心更足，他说：

“工作队和村支部精神上鼓励，技术和资

金上支持，我没理由不好好干。”后来，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争取到县财政补

贴资金10.8万元，他就把基地规模进一

步扩大到 3 亩，大棚由两个扩大到 4

个。他又先后投资15万元，更新了大棚

塑料薄膜，购买了锅炉、拌料机、装袋机，

实现了食用菌栽培半机械化。

规模扩大了，人手明显不够，朱丙言专

门从本村贫困户中找了8个帮手。为使贫

困户既挣到钱，又顾上家，朱丙言实行以

小时记工，时间自由掌握，累计计算。贫

困户每天都能挣50～120元工资。“像我

这快70岁的人了，到哪儿打工根本没人

要，在朱丙言的大棚里干活儿，少跑路，

吃饭不掏钱，还能照看家，这活儿真的不

错。”贫困户苗爱国高兴地说。

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是国家5A级景区——恐龙遗迹园所在地，受产业发展、交通条件等因素制约，该村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
2016年4月11日，南阳市纪委监察委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把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坚持
“输血”与“造血”并重、“富口袋”与“富脑袋”并举，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
2017年12月，该村达到脱贫标准，成功“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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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故里“龙抬头”
——南阳市纪委监察委驻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扶贫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封德王玉贵文/图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西峡县丹水镇

三里庙村后坡的山梁上，全村“三山两

川”的全貌尽收眼底：宛如玉带的水泥

路延伸到村组庭院，白墙黛瓦的房屋在

绿树掩映下错落有致，宽敞大气的文化

广场与健身游园交相辉映，新发展的高

效生态农业观光园规模初现……

在村头的健身游园，老人们悠闲地

晒着太阳。说起村里的新变化，村民们

无不对南阳市纪委监察委驻村工作队

的真情帮扶交口称赞：“扶贫工作队真

心实意为我们办实事，脚踏实地帮我们

解决实际困难，有这样务实为民的干

部，我们对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驻村之

前，村里只有两名干部，属于软弱涣散村，

现在有5名村干部，村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正逐步增强。”雷清松说。

驻村以来，工作队坚持以党建统领全

村发展全局，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脱贫

攻坚工作的重心。他们在走访中，注重发

掘和培养村级后备干部。在2017年的换

届选举中，协调配优配强了村班子队伍，

补齐了人才短板，填充了新生力量，夯实

了基层根基，同时明确村“两委”班子的职

责及分工，合力为全村发展出谋划策，努

力实现“矛盾不出村、问题不过夜”。

同时，以“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抓

手，协助村“两委”修订完善村民议事规

则、村级财务管理等制度，形成“以制度

管人、按制度办事”的工作机制，在贫困

对象识别、村级建设规划、公共基础建

设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全村发展的

重大事项上，严格按要求实施，确保了

流程公正有序、结果公开透明，充分调

动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全村事业发展

的积极性。

党风正，民心齐。富裕起来的藕池沟

组在党员群众的带领下，重新修订了村规

民约，积极开展“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

德、争先锋先进、做好人好事”活动，“让

兄弟、睦宗亲、和乡邻”成为全体村民的

自觉行动。近两年来，藕池沟组没有发

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村民之间没有发

生一件矛盾纠纷，全组村民和睦相处、亲

如一家。2017年春节，全组村民欢聚在

一起，拍摄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全组

福”。

“在工作队的协助下，三里庙村初步

建成了一支党性觉悟高、工作力度大、带

动能力强、作风纪律硬的党员干部队伍，

党组织正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

战斗堡垒。”采访结束时，丹水镇党委书记

郑涛说。

春风化雨润无声，扶贫硕果满枝头。

驻村工作队两年多来的真情付出，见证着

脱贫攻坚的成效，更像一粒粒种子，播撒

在三里庙村的山山岭岭，必将发芽长成参

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只有带着感情深

入群众,把群众当成亲人,我们的工作才

能取得群众理解,我们的付出才能为群众

所认可。”雷清松感悟道。

“原先，我们村到各组的路都是土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现在你看，组

组通水泥路，走着真舒服。”行走在从村部

到下张组的路上，村扶贫专干张文阳满脸

兴奋地说。

“我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还能走上

水泥路。这环境一天比一天好，都是工作

队给我们带来的福啊！”说起村里基础设

施的变化，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张秀荣感慨

万千。她说，工作队在驻村之前，全村都

是土路，岗坡上种的红薯、玉米、小麦、芝

麻等农作物一到收获季节，全靠肩扛运到

家。

看到群众出行难和各组的旧面貌，雷

清松先后主持召开5次村组党员和驻村队

员会议，商议村组公路及美丽乡村建设事

项。工作队与西峡县交通局、县农办、县国

土局进行协调，累计投入资金500多万元，

先后对闫家、余家、下张、上西、下西、张北、

下东等11个组进行全面改造，硬化道路、

铺设管道、粉刷墙体、栽种花草、修建游园、

安装路灯，共修建组组通环线道路15.3公

里，栽种公路两侧行道树4500多株，安装

太阳能路灯100盏，修建供排水管网1.8公

里、整修沟渠3.7公里，游园3处、广场1处、

公厕5个，粉刷墙体4.2万平方米。

“国家5A级景区——恐龙遗迹园就

在三里庙村，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要从改

善群众的居住环境入手，使景区与村组融

为一体，扮靓景区‘后花园’。”雷清松说，

两年多来，工作队队员虽然换了两茬，但

是他们都积极协调项目、争取资金，建供

水管网、改厕改圈、绿化村庄，全面改善了

三里庙村的居住环境；通过修建文体活动

场所、文化宣传长廊，倡导文明新风，弘扬

家风家训，全面提升了三里庙村的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

“以前，老几辈儿都没用过水冲厕所，

现在家门口就有了水冲式公厕，干净、卫

生、没气味。你看，俺们这儿的环境，比城

里还好！”刚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的下张组

村民张学锋高兴地说。

漫步在下张组，白墙黛瓦的屋舍俨

然，翠竹掩映的墙壁上，一块块“脱贫政

策”宣传画、一张张“脱贫光荣”先进事迹

等宣传长廊触目可及，成为当地村民的宣

传教育阵地。

为全面实现“志智双扶”，激发脱贫内

生动力，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工作队

倡议，在原村委会对面的坡地上建设集为

民服务、集体活动、农家书屋于一体的文化

广场及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已进入尾声。工

作队积极与西峡县委组织部、县国土局、县

林业局进行对接，累计投入资金70多万元，

新栽植苗木200多株，铺设地砖1000平方

米，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工程将全部完工。

柘城县小芦笋成了扶贫大产业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张远铭马学贤

对症下药，发展产业助脱贫1

提升“颜值”，改善环境惠民生2

补齐“短板”，抓好党建增活力3

扶心

正阳县朱丙言

昔日贫困户 今朝“扶贫户”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锐张群生

2017年春节，三里庙村藕池沟组全组村民欢聚在一起，拍摄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全组福”。

范县高码头镇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投资952万元建成日光

温室11座、蔬菜大棚33座，助力脱贫攻坚。目前，该项目已覆盖31个非贫困村的299户

贫困户，按照6%资产收益模式，户均年增收2000元。图为11月22日，濮阳市农业专家

在该镇蔬菜大棚为贫困户传授蔬菜管理知识。贺德敬摄

本报讯 近日，国开行对洛阳市栾

川县伊河上游水污染综合防治工程项目

承诺贷款8.95亿元，并发放首笔贷款1.2

亿元，主要用于伊河栾川段河道整治、护

岸改造与新建、防汛基础设施建设等。

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提升伊河堤防防洪能

力、促进栾川全域旅游发展、助力栾川县

脱贫攻坚等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开发

性金融支持洛阳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

据了解，洛阳市政府提出“四河三

渠”工程建设以来，国开行河南省分行洛

阳工作组主动与市政府相关部门沟通，

下沉一线对接各区、县水利项目实施主

体，提前介入项目的谋划、包装，向新安、

洛宁等地水利项目承诺贷款50.55亿

元，发放贷款7.55亿元。

洛阳市政府有关人员表示，上述项

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洛阳水系防洪除涝

能力以及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该市

正加快与国开行河南省分行洛阳工作组

对接涧河治理工程、伊河嵩县段及伊川段

生态治理工程、伊川故县水库引水工程、

汝阳北汝河治理工程等项目，预计总投资

共计72.62亿元，争取年内落地实施。

国开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支持水利工程建设是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精神的具体体

现，也是开发性金融服务地方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党的银行、政府的

银行，将发挥工作组下沉服务优势，继续

以大额、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洛阳水利

项目建设，助力洛阳加快实现“四高一强

一率先”的奋斗目标。（樊瑞昌张杨）

国开行

8.95亿元助力洛阳打造水生态文明城市

□本报通讯员张聚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