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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刘克

宜阳县穆册村烟农刘殿武

种烟致富娶上新媳妇儿

三任第一书记接力干

荥阳市官顶村吃上自来水

过了立冬，宜阳县花果山乡穆册村

显得尤为宁静。走进脱贫户刘殿武的新

家，满院喜气洋洋，崭新的三间平房，门

上贴着鲜艳的大红喜字和金色福字，连

烟炕门口都贴着一副对联：日丽风和桃

李笑，珠联璧合凤凰飞。

仝于强是花果山乡政府干部，也是

刘殿武的帮扶责任人。仝于强高兴地告

诉记者：“今年三月，桃花正开，殿武从桃

花村娶回来了‘桃花姑娘’！大半年过去

了，结婚的对联也舍不得撕掉！”

说起刘殿武，在穆册村是个“知名人

物”。8岁丧母，15岁撑起整个家，他一

边照顾多病的父亲，一边侍弄着两亩多

庄稼地，生活困难。

刘殿武家里只有两间小瓦房。因为

贫穷，一直没娶上媳妇。

2015年年初，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

为43岁的刘殿武带来了福音。经评议，

他和相依为命的老父亲被定为贫困户。

乡干部仝于强和刘殿武结成了帮扶对

子。

“殿武是个实在人，只不过多年的苦

日子，把人磨钝了，先鼓起他的精气神，

他有一把子力气，咋会怕脱不了贫！”仝

于强说，“为鼓起殿武自强的信心，我三

天两头往他家里跑，乡里有啥培训，我都

拽着殿武去听课，去培训，让他开眼界。”

终于，刘殿武“开了窍”，他主动找到

仝于强，说他想种烟叶。

在仝于强的协调下，刘殿武以每亩

二三百元的优惠价承包了20亩土地，又

申请了5万元小额贴息贷款，买齐了烟

苗、化肥等，乡政府专门给刘殿武指定了

烟叶技术员上门指导。

政府搭起了大舞台，他鼓足了劲儿

甩开了膀子。乡里的烟叶种植专题培

训，刘殿武一堂不落；全乡组织贫困户到

省内种烟示范区参观学习，刘殿武一趟

不少。

2016年5月，烟田丰收，金灿灿的

肥硕烟叶等待采摘，刘殿武没忘记乡亲

们，以每人每天七八十元的工资雇了十

多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领着大伙摘烟

叶、炕烟叶，一直忙到9月底，20亩烟叶

给刘殿武带来了近8万元的毛收入。

破屋烂院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

改头换面，危房改造补助加上宜阳县脱

贫攻坚暖心工程相关补助，刘殿武家的

两间小瓦房变成了三间大平房、一座烟

炕新盖起来了，围墙大门齐齐整整。趁

着手里宽余，刘殿武一口气又铺了地砖

吊了顶，粉刷了墙壁，安上了大红门，家

具、家电买回了家。

2016年年底，刘殿武主动提出摘掉

穷帽。

今年年初，媒人领着人上门相亲来

了。女方家住洛宁县涧口乡桃花村，比

刘殿武大两岁，看着刘家啥都不缺，本人

也老实肯干，当即点了头。农历三月，花

果山上的桃花刚打苞，刘殿武办了一场

低调的婚礼，把新媳妇张万花娶进了

门。婚宴上，帮扶工作队全员出席，场面

温馨热闹。

“俺两口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使，日子肯定越过越有奔头！”刘殿武说，

他给媳妇封了个“后勤部长”，专门给烟田

干活儿的乡亲们做饭，今年俺又种了三亩

艾草，还考了厨师证和电工证，忙完地里

活儿，还能出去打工，以后日子咋想咋美。

“脱贫攻坚3年，刘殿武从内到外脱

胎换骨，在村里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乡亲

们都说，刘殿武简直就是换了个人！”仝

于强说。

11月29日，天阴沉寒冷，邓州市刘

集镇高河村村民郭坤却早早地来到了

自己的责任田，给麦田施肥。看着40多

亩绿油油的麦田，郭坤脸上露出了幸福

的笑容。

贫穷了好多年的郭坤，从来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还能成为村里的种粮

大户、致富带头人。望着刚刚又流转

的 30 多亩土地，郭坤浑身充满了干

劲。

1988年出生的郭坤，在帮扶干部

的帮扶下，依靠坚定的致富信念和勤

劳，用双手书写了脱贫致富的传奇。实

现了由一个贫困户到种粮大户的完美

蜕变。

在高河村，提起郭坤村里人无不唏

嘘不已。在人们眼中，郭坤从小就是个

懂事、勤劳朴实的孩子，可是他一家的境

况又令人难过。

郭坤一出生苦难就降临到他的头

上。在他17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

撇下他和母亲、姐姐相依为命。母亲和

姐姐是二级残疾，家境贫寒的郭坤后来

结了婚，但妻子也是三级智障。姐姐嫁

到本镇石营村生下一个女儿，几年后姐

夫因患痴呆走失。无奈，姐姐和外甥女

又回到高河村家中居住。加之郭坤年

幼的儿子，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

压在郭坤的肩上。

原本就清贫，这一下子，郭坤成了

村里最困难的贫困户，他不知道 何时能

渡过难关。

2015年，是郭坤人生获得转折的一

年。这一年，他家被确定为贫困户。从

此，政府的各项扶持惠民政策纷至沓

来。扶贫干部走进了他的家中，给他家

带来了希望，也帮助他走出了生活的泥

潭。他家的生活状况慢慢有了起色。

看着他家六口人仅住在两间瓦房里，

2016年，村委会、镇政府把他家纳入危

房改造，帮他家建起了三间大平房。今

年，郭坤的儿子和外甥女也到村里的幼

儿园和小学就读。全家人的生活就像

芝麻开花节节高。

“扶贫先扶志，脱贫靠自己。”在镇

政府和村委会的正确指引下，郭坤慢慢

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勤劳才能完

全摆脱贫困，才能让全家彻底过上幸福

的日子。

2016年，他把流转的40多亩土地，

全部种上了小麦、花生等农作物，下决心

靠种植发家致富。为提高土地产出率

和经济效益，他积极参加镇里举办的各

种种植、养殖培训班。到镇、村文化室查

阅种植资料。由于他科学种植精心管

理，当年种植的40多亩农作物获得了好

收成。

今年，他申请小额贷款，又流转土

地30亩，成为名副其实的种粮大户、

致富能手。眼下，郭坤在帮扶责任人

和村委会的帮扶带动下，再加上这几

年自身的勤劳和努力，今年11月经村

委会核算，郭坤成为该村第二个成功

稳定脱贫的困难户。如今，郭坤家里

家电、家具等一应俱全。今年8月，郭

坤在原来平房的基础上，又加建一层，

郭坤全家也住上了大楼房，日子越过

越红火。

“感谢党的扶贫好政策，使我逐步

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生活。这不仅

提振了我的精气神，更是让我看到了

希望，我会更加努力地通过自己的双

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郭坤说。

“俺终于把贫困‘帽子’甩掉了，说心

里话，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策，

要不然俺还是穷汉一条啊！”11月27日，

说起现在的日子，宝丰县赵庄镇大韩村

贫困户张耀国满面喜悦。

50岁的张耀国下肢残疾，妻子早年

去世，唯一的女儿正在上大学，因家中

缺乏劳动力，没有经济收入，被定为贫

困户后，全靠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勉强

度日。

“以前，家里穷，别人也瞧不起咱，对

生活失去了信心。”张耀国说，虽说女儿

还在上学，但还是打不起精神，整日浑浑

噩噩，得过且过。

为了帮扶他，镇、村脱贫帮扶责任组

没少费心，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学过电器

修理，技术也不错，曾经为街坊邻居带来

了不少方便，正因为此，他娶了媳妇，生

了女儿。可自从妻子去世后，他精神上

受了很大打击，一蹶不振，以致穷困潦

倒。了解情况后，村脱贫责任组就从他

会修理电器入手，三番五次找他谈心，使

他重新振作。

在大家的帮助下，张耀国的电器修

理部重新开张。他边修理边钻研新技

术，收费不高，很快便吸引了不少客户，

生意还算不错。

“俺全年家庭纯收入达到10404元，

人均收入5202元，超过了贫困户收入标

准，今年11月，俺顺利脱贫了。”张耀国

笑着说。

“赵庄镇共有贫困户131户231人，

目前，镇里确定的预脱贫户11户16人，

通过了镇级复核，全部符合脱贫标准，张

耀国就是其中的一户。”赵庄镇负责人介

绍，通过政策拉一把、依靠自身努力实现

脱贫，是目前全镇脱贫攻坚急需解决的

现实问题。今后，要做好贫困户精神脱

贫工作，进而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引导

和鼓励贫困户自身发展产业，实现高质

量稳定增收脱贫。

11月29日，在荥阳市刘河镇官顶

村，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自来水特

别好喝，因为这自来水实在是来之不

易。从2015年开始，三任驻村第一书记

接力干，才让村民们吃上了自来水，让村

里的脱贫攻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官顶村位于荥阳西南部山区，是一

个靠天吃饭的村子，吃水问题一直是困

扰村民的一大难题，有雨水吃雨水，无雨

水要买20元一吨的外来水吃，一盆水洗

米、洗菜、洗脸……颜色越变越深，才舍

得喂家禽。

2015年，荥阳市政法委开始派驻扶

贫工作队到官顶村进行帮扶，马歌、李宏

艺、何朝华先后任官顶村第一书记。帮

助村民脱贫，三任第一书记首先面对的

是解决吃水问题。在市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周培山的关心下，经过多次协调，官顶

村吃水工程被列入荥阳市水务局的工作

计划。可是想在山区打一眼位置合理、

水源充足的水井谈何容易。勘探、选址，

扶贫工作队毫不气馁，三任第一书记接

力干，经过努力，终于在2017年 10月

27日一眼720米深水井成功出水，扶贫

工作队、村民们看着地下水流出来时，都

激动得流下了泪水。经过几个月的逐户

管线安装完善，今年3月，官顶村家家户

户都吃上了自来水。

何朝华说，三任第一书记在解决村

民吃水问题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各项要求，与村“两

委”认真学习领会新阶段农村发展政策

和脱贫攻坚指示精神，围绕村基础设施

建设、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产业扶贫、金

融扶贫、贫困户“七改一增”等方面开展

工作，建强村基层组织，实施精准扶贫，

成效显著。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93户

361人，目前已经全部脱贫。

本报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新县坚

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搭建平台、

创新载体、灵活形式，为贫困群众讲政

策、鼓干劲、树信心，充分激发贫困群众

自力更生谋脱贫的动力。

一是成立“农民讲习所”，传递政策

“好声音”。在村级活动场所或部分村民

组挂牌成立“新时代农民讲习所”，邀请

党员干部、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农村

致富能手等组成讲师团，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向群众宣讲扶贫

政策、产业发展项目、致富技术技能等，

让群众充分了解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把

握发展机遇。目前，全县17个乡镇已建

立讲习所90余个，开展讲习活动1300

余场次。

二是举办“幸福大讲堂”，吹响奋斗

“集结号”。将村头广场、群众院落、门前

树下变成宣讲阵地，结合“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星级农户创建”“幸福大评选”

等活动，让已脱贫贫困户、致富带头人、

“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代表等登

台讲故事，充分发挥榜样力量，用身边事

示范带动身边人，引导群众通过奋斗实

现自主脱贫致富，培育良好精神风貌。

先后有200余名各类典型人物走上大讲

堂进行宣讲。

三是建设“幸福驿站”，打造脱贫

“加油站”。按照“布局合理、统一标识、

面积适宜、便于管理”的原则，依托村级

活动场所或辖区内现有的超市、便利店

建成“幸福驿站”60余处，围绕产业发

展、政策知晓、移风易俗等10大类项目，

由村级党组织定期组织群众开展评比

活动，累计积分，群众随时凭积分到“幸

福驿站”兑换领取粮油、日常用品等生活

物资，摒弃了过去“不劳而获”“等靠要”

思想。（张宗功）

隆冬来临，贫困群众健康过冬成为民权县各级政府眼下关注的问题，卫生部门工作人

员纷纷下乡向群众介绍健康扶贫信息，宣讲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及民政救助等政

策。图为11月27日该县褚庙乡卫生院医护人员在向贫困群众宣讲健康扶贫政策。周长

桥 胡庆红 摄

本报讯（记者孙玮 通讯员郭永锋）

“要不是西屯闫书记让俺家大葱全部卖

了个好价钱，今年的大葱就有可能冻坏

销不出去，俺打心眼里感谢他啊！”日

前，延津县东屯镇水花堡村贫困户王廷

和激动得逢人就说。

王廷和说的闫书记是东屯镇西

屯村党支部书记闫景星，而王廷和是

该镇水花堡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早日脱贫致富，王廷和种植两亩大

葱，但因本人身体残疾，家中无劳动

力，同时受今年市场供求关系的影

响，导致大葱滞销。面对大葱的滞

销，王廷和一筹莫展。闫景星了解到

王廷和的近期生产生活情况后，主动

联系王廷和，以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

购买他种植的全部大葱。考虑到该

户缺乏劳动力，行动不便，闫景星又

联系车辆到地里把王廷和的大葱运

到20公里外自己的水饺厂，以实际行

动解决了贫困户王廷和的困难，又提

高了他的收入。

“你看我今年种植的5000袋袋料香

菇长得多好……”近日，谈起香菇事业，

村民魏玉怀满脸笑容。

45岁的魏玉怀是西峡县石界河镇

冬青树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村里出

了名的“怪人”,因为只要乡亲有需要，他

立马腾开手去帮忙,但是一提到脱贫，他

却一个劲地往后退。

“反正我就一个老爹，只要我俩吃饱

就行。再说了，还有政府管着我们，脱啥

子贫。”这是前几年魏玉怀挂在嘴边的

话。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扶贫责任组

组长李春锋和村“两委”多次开会讨

论，众人一致认为魏玉怀并不懒惰，缺

乏的是对生活的热情。他们决定帮助

魏玉怀发展袋料香菇，以实际增收引

起生活希望。

“玉怀，这次咱们商量下如何发展袋

料香菇，我们几个每人一天住你家帮

忙。”2015年年底，李春锋带着村支书和

帮扶人又一次来到魏玉怀家。

眯着眼晒着太阳的魏玉怀听到这

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有些尴尬地

说：“哪能你们来帮忙，不中，我自己种香

菇先试试。”

说干就干，在脱贫责任组的帮助下，

一排排整齐的棚架建了起来，一堆堆原

辅料运了过来，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

副大干一场的架势。

看着成堆的原辅料，本来兴奋的魏

玉怀突然又打起了退堂鼓：“我从没种过

香菇，根本不懂技术，忙到最后不挣钱，

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正在他犹豫徘徊时，帮扶人宋国政

一行人来了：“玉怀，给你介绍一下，这是

咱镇菌办闻主任，以后，香菇种植技术都

由他亲自教你，时间节点上由他亲自来

指导。”

一时间，魏玉怀心里五味杂陈，打消

所有顾虑，满怀信心地说：“你放心，我一

定把香菇当老婆照顾，一定好好经营香

菇，不辜负你们的一片苦心。”

2016 年，魏玉怀种植袋料香菇

4000袋，收入突破1.4万元。自此，魏玉

怀走上了产业致富快车道。去年，他种

植袋料香菇4200袋，收入达2.1万余元，

实现了脱贫摘帽。今年，他种植的袋料

香菇又增加到5000袋，根据市场行情，

预计能收获2.6万元。

逐渐鼓起来的腰包使魏玉怀对生活

充满了希望：“现在我种香菇挣钱，再也

不会被人瞧不起了，我再努努力，多挣点

钱，到时候再娶个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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