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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

“阳光村务”道出脱贫户的心声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曹良刚张仁君）日前，商城

县“阳光村务”微信平台收到冯店乡通城

店村村民张俊的感谢信，感谢党和政府、

社会各界对他家脱贫的帮扶。

在手写的感谢信中提道：我庆幸生

在这个好时代，遇到好干部，在这样风清

气正的大好环境里，我们一家子将知恩

感恩，努力奋斗，在个人圆梦的同时，也

向帮助过我们的人学习，争取也能为家

乡的发展奉献出个人的一份力量。

字里行间体现了张俊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和人生感悟，谁也不曾想到他

也经历过生活的绝望。

几年前，在张俊兄弟二人前后考上

同一所一本高校的重要时期，其患癌症

已治疗数年的父亲去世，母亲和大伯均

是残疾人，此事如同重锤击打着一家人

的心，兄弟俩一度产生辍学的心思。而

让张俊一家人生活发生转折的事情也发

生在这时。乡村干部及时将其家庭纳入

贫困户，相关扶贫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其

大伯、母亲乐观面对生活，兄弟俩继续学

习奋发向上，现在兄弟二人均已毕业并

找到了工作，家中老房屋也已翻建成小

楼房，生活富裕了，日子更是有了奔头。

2017年底，他家向村里申请了脱贫。

今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张俊结婚

的日子，扶贫扶智让他家翻了身，走上

了小康路，在举家欢度喜期里，全家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

满腔诚挚谢意不知如何表达时，张俊想

到了平时关注浏览且人气旺的商城县

“阳光村务”微信平台。他说，一家人常

年在外工作，想念家乡的时候便会打开

商城县“阳光村务”微信平台，了解家乡

事、看家乡变化、查各类政策，也是记住

乡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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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乔锁城村李曙昌

为穷乡亲打造脱贫“梦工厂”

淮滨县龙岗村龙国应

“网箱养鳝”开启幸福门

老耿的家庭农场要扩建

热气腾腾，机器轰鸣，新出的红薯粉

条源源不断。1月22日，记者来到卢氏

县东明镇祁村湾村军治家庭农场，粉条

加工车间内呈现出忙碌的生产景象。

耿军治2013年4月流转了本村后山

顶上200多亩土地。这些地离村子远，主

要还是地势高、干旱，村民都将其荒废了。

耿军治以前跑运输，也在浙江打过工，见到

江浙一带家庭农场兴盛，就把这些土地流

转到手，办起了卢氏县东明镇军治家庭农

场，在卢氏县率先引进耐旱、高产“商薯

19”红薯新品种，种植红薯、中药材，效益

不错。2014年、2015年，他的家庭农场相

继获评市级、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但是水的问题终究要解决，要不然，

遇到大旱年景，就有可能徒劳。

“感谢县水利局，感谢县委书记王清

华。”耿军治说。他申报了“五小”水利项

目，2017年国家下达120万元资金，他修

建了1公里上山水泥路、修建了容量500

立方米的塘坝，还建了两个各200立方米

的蓄水池，铺设了引水主管道1.4公里、

田间管网5公里，从山后黑沟里提水，一

下子就能把这200多亩旱塬变成水浇地，

另外还能灌溉山上耕地500余亩。

可是，荒山野岭没有电无法提水啊，

耿军治向县委书记王清华求助，问题得

到解决。2018年8月，国网卢氏县供电

公司投资40余万元，架设400千伏安变

压器，专门解决了电的问题。同年10

月，电闸一合，哗哗的清流上了山。

“有了电，有了水，啥问题都解决

了。咱真要撸起袖子大干。”耿军治说。

200多亩地，耿军治种了15亩红薯、

80多亩苦参，另外100多亩地，他引进资

金600万元发展卢氏鸡养殖，10栋钢棚

鸡舍已建成5栋，全部建成后将投放鸡苗

5万只。今年苦参也能收入40余万元。

鸡粪当有机肥，循环利用；家庭农场规模

还要再扩大，老耿的事业要腾飞了。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任焕
英）“这猪没喂合成饲料，绿色健康，看着

就新鲜！我要一个猪后臀，再加一个猪

前肋！”1月28日，恰逢农历小年，家住舞

钢市垭口的王耀峰驾车到尹集镇康庄村

刘庆海家购买猪肉。

50岁的刘庆海2016年被确定为康庄村

贫困户，女儿上高中，儿子读小学，妻子身体严

重残疾，还患有精神疾病，日子过得非常清

贫。在舞钢市教育体育局驻村工作队的指

导、帮助下，刘庆海靠磨豆腐，并用豆腐渣掺玉

米糁喂猪，卖猪肉，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

“我家的猪从不喂增肥饲料，自然成

长，城里人听说了，都自己开着车来买过

年的猪肉。”刘庆海一脸高兴地说。

刘庆海家的猪肉十分畅销，近几天

一共宰杀了7头猪，不用出门，基本上都

卖给城里人了，已卖了1.6万余元。

当天，刘庆海一边给前来买肉的人

称肉，一边忙着接电话，“好，阴历二十四

给你们村送4桌豆腐。”刘庆海说，“这是

接到的豆腐单。从农历腊月二十就开始

给周边村民送豆腐，送到农历腊月二十

九，得送出80余桌豆腐。”

刘庆海介绍，平时他每天早上6点出

门到该镇集市上卖豆腐，卖完豆腐回家吃

点东西，就开始忙着磨新豆腐了，下午4

点再去集市上卖豆腐，加上给饭店送豆

腐，每天至少卖出4桌豆腐。“年前这一段

时间确实忙，每天晚上11点多睡觉，早上

4点起床，但想着能收入近5000元，干着

也有劲儿！”刘庆海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非常感谢党的好政策，我的俩孩

子上学享受各种补助。但我不能等不能

靠，我有信心用我勤劳的双手让俺家富

起来！”刘庆海自信地说。

“刘庆海就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典型代表，他的致富经就是肯吃苦，肯

下力，日子越过越好！他家去年年底已光

荣脱贫了！”康庄村第一书记张昂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 秦怡欣）“今年的鳝鱼卖得真不

错，是个丰收年！你看这品相好不好？

都说‘冬日黄鳝赛人参’，这批鳝鱼俺打

算挨着年根儿再卖，定能卖个好价钱。”

1月28日，在淮滨县邓湾乡龙岗村国应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鳝鱼养殖基地，一个

个网箱漂浮在清澈透明的水面上，正在

给鳝鱼喂食的“鳝鱼大王”龙国应笑逐

颜开。

今年56岁的龙国应本是一名“猪倌

儿”，由于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大，养殖户

多，利润小空间小，2014年，龙国应开始

将目光转向水产养殖业。打定主意的他

处处留心，从中央电视台的一期养殖节目

中了解到了鳝鱼养殖产业和前景后，便把

鳝鱼确立为自己养殖产业的首选。经多

方考察，他发现“网箱养鳝”虽然投资大、

风险高，但所需养殖面积较小，管理容易，

且利润极高，当即开始小规模试养。

“鳝鱼养殖种苗主要是野生捞苗，捕

捞损伤造成的死亡率高，适合下苗的时

间短且受天气限制，水质、温度、含氧量

等因素都很重要，稍有不慎，辛苦就会付

诸东流。听说湖北省仙桃市的鳝鱼养殖

采用大棚育苗、网箱放养的模式，成活率

高、产量高，俺就多次到当地‘取经’，终

于摸到了正确的养殖路子。”龙国应说，

一路走来，实属不易。经过几年的摸索

和学习，龙国应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自己

的养殖方式，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这种半大的鳝鱼肉质最为细嫩，和

腊肉、辣椒一起炒，味道绝佳，又有极高

的营养价值，深受市场欢迎。今年鳝鱼

的批发价一斤在28元左右，虽然价格偏

高，但本地养殖户少，市场收益颇为可

观。今年俺养殖了500多箱鳝鱼，投了

几千斤苗，收了3万多斤，利润在70多

万元。目前，淮滨本地的野生鳝鱼苗还

很充足。下一步，俺计划把养殖面积和

网箱投放量提升一倍，并与电商链接，批

发与零售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大的利

润。”龙国应的妻子吕建敏提起一网箱鳝

鱼高兴得合不拢嘴。

“每天来龙国应那儿拉鳝鱼的人可

多了，没想到他今年的‘网箱养鳝’效果

那么好。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

现在县里主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规模面积都跟上才能叫做产业，才能持

续稳步发展。俺已经和龙国应谈过，准

备让他带领乡亲们共同脱贫致富，把鳝

鱼养殖推广出去。”该村党支部书记龙

魁说。

穿上军装，他牢记使命、摸爬滚打、不

怕牺牲，多次立功受奖。脱下军装，他不忘

军人本色，捐资助学回报乡梓，发展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他就是镇平县退伍军人、爱

心企业家——嘉禾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彬。

1983年5月，张彬出生于镇平县枣园

镇塔梁村一普通农家。2003年10月，大学

毕业后张彬应征入伍。在新兵连，张彬发

挥文艺特长办板报教唱军歌，很快成了新

训营里的明星，新训结束便受到嘉奖。下

连队后，张彬训练刻苦，又被挑选为队列标

兵，带队负责警务纠察，所在班荣立集体三

等功。2011年12月，张彬退伍，依依不舍

地离开了军营。

回到地方后，过硬的军政素质容不得

张彬半点犹豫，他很快投入到创业发展中。

起初，张彬发挥文艺特长，经常赶场主持各

种文艺演出活动。随后创办了文化传媒公

司，经过几年的打拼，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2016年春，张彬转型发展艾草种植这一朝阳

产业。同年，张彬投资1300多万元，在枣园

镇成立了集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嘉禾庄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3000余亩，建起了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艾

草储备仓库、艾草加工车间及艾制品生产车

间。

当下，走进该公司艾草卷条车间，30

余名女工在机器旁忙碌地工作，其中很多

是枣园镇的贫困群众，有的在家里需要照

顾孩子上学，有的需要照看年迈的公公婆

婆……家住枣园镇塔梁村的贫困群众张金

柱深有体会地说：“家里儿子读书，老婆有

病，经济非常困难。自艾制品车间建成后，

我们老两口进厂务工，一年收入3万多元，

当年便脱了贫，日子是越过越好！”

历时三年发展，由嘉禾庄园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扶贫基地初步形成集

宛艾种植、产品加工、新品研发、线上线下

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已有30

多户贫困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脱贫，直接

或间接带动周边村组群众300多人家门口

务工，资助10余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同时，该公司形成以枣园镇为中心，辐射卢

医镇、安字营镇、高丘镇等8个乡镇的产业

布局，发展艾草种植6500多亩。

着眼未来，张彬说：“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自己始终牢记退伍不褪色的理想信念，

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努力实现万亩艾草种

植加工生产，打造豫西南最大的艾制品产

业基地，带动更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致富。”

“我之所以放弃城市稳定的收入

和安逸的生活回到农村老家办厂，主

要是想给家乡文化低、缺技术的穷乡

亲提供一个家门口就业脱贫的机会，

让他们不必背井离乡，也能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和收入。”1月31日，濮阳县

海通乡返乡创业青年李曙昌说。

今年39岁的李曙昌出生于濮阳县

海通乡乔锁城村，不甘平庸的他高中

毕业后便开始外出打拼闯荡，一干就

是十几年。其间，李曙昌先后打过零

工，卖过保险，开过书店、音像店，还

在化妆品厂干过管理、超市做过采

购，后来，凭借着长期打工、经商积累

下的经验和人脉，在濮阳市做起了代

理生意，代理各类日化用品，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李曙昌也成了家乡父

老乡亲眼中收入可观、生活体面的成

功人士。然而，出生在农村的他，深

知家乡贫困乡亲生活的艰辛，每次回

家，看到家乡仍有不少贫困家庭在家

创业没项目、外出打工无门路时，便

会产生一种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脱贫

致富的冲动，尤其是了解到家乡发展

产业扶贫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后，2017

年 8月，李曙昌做出了一个非常“任

性”的决定：放弃自己稳赚不赔的代

理生意，抽出资金回乡办厂，带领家

乡父老早日脱贫致富。

李曙昌创办的扶贫产业项目——

东森产业园，2017年8月底开工建设，

2018年5月正式投产，总投资3500万

元，主要生产加工日用品和食品，日用

品涵盖湿巾、卫生纸、抽纸、洗涤用品

等，食品包括休闲食品和传统美食。

李曙昌多年在外打拼，懂管理，善经

营，线上线下多渠道推广销售，目前，

湿巾、卫生纸、洗涤用品订单不断，产

销两旺，销售合作伙伴达500多个，销

售网点突破两万多个，还签约了13个

电商平台代理商，工人日夜生产仍供

不应求。目前，已安排当地200余名困

难群众家门口就业，人均日工资达80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7人。在用

工带贫的同时，李曙昌还吸纳19户无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金融小额贷款

入股受益，并计划通过到户增收项目

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增收。

1月19日，记者走进濮阳市新习镇

东别寨村幸福院食堂，厨师正在给老人

们做饭，饭菜很丰盛，花菜炒肉、蘑菇鸡

蛋汤……幸福院的建造者张冠芳告诉记

者，为了让这些老人吃好、吃饱，他专门

聘请了厨师，还要求给老人的饭菜顿顿

有肉、有鸡蛋。5年来，包括聘请厨师费

用、孤寡老人吃穿、水电费等在内，张冠

芳累计花费38万余元。

张冠芳，1976年出生于该村，家里弟

兄四人。因家境贫寒，1994年，年仅19

岁的他到北京打工，并成立涂料施工队，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吃苦耐劳赚到了第一

桶金，现在已身家上千万元。有了钱，张

冠芳就有了为家乡做好事的想法。2013

年，他在村里投资建起了幸福院。

张冠芳告诉记者，他从小吃饭就饥

一顿饱一顿，知道饿是什么滋味。村里

的孤寡老人，还有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

老人，他们行动不便，没有家人的照顾，

更别提按顿按点吃饭了。看到这种情

景，他就投资建起了这个幸福院。幸福

院建成5年，村里的11名孤寡老人也在

这里免费吃了5年的饭。

“大好人”是东别寨村村民对张冠芳

最真诚的评价。在村里，这家娶媳妇没

钱粉刷房子，张冠芳就拿钱义务帮忙；那

家有孤寡老人生活困难，他就及时送钱

送东西；村里没钱修路，张冠芳第一时间

自掏腰包。在各种公益活动中，他总是

第一个带头捐款捐物。自2006年起，他

先后为50余户村民粉刷房子1万余平

方米，累计投资20万元；承担了村里孤

寡老人的吃、穿等日常生活费用；出资6

万元，拓宽村里街道800米，切实解决群

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多年来，张冠芳为村里修了路，建了

老年活动中心和幸福院，购买了台球、乒

乓球、象棋等，修缮了村里的学校，一步

步改善了村里的环境，让村民过上了更

好的生活。据悉，自2000年至今，张冠

芳为东别寨村的公益事业累计投入260

多万元。

濮阳市张冠芳

出资260多万元回报家乡

□本报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国栋王振阳

镇平县塔梁村张彬

流转土地3000余亩
带富众乡邻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刘理政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

1月29日，商水县平店乡刘营村打工妹刘俊美（右）在家乡的“商水县锦之源服饰公司”检查产品质量。刘俊美原来在北京、广

州等地的制衣厂务工，今年刚刚返乡在家门口的企业担任车间主管，月工资4000元。该企业是全县“巧媳妇工程”精准扶贫企业，

已安排当地留守妇女4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人。赵永昌摄

商水县

打工妹返乡挣大钱

舞钢市康庄村刘庆海

“豆腐产业”实现致富梦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万军
政）“感谢你对家乡人民群众的关心，你

是我们全乡人民学习的榜样。”2月2日，

在太康县高贤乡张东村文化广场上，乡

党委书记郑宏将一面“好乡贤”奖牌递给

村民赵存钱后，竖起大拇指向他夸赞

说。一天前，在浙江义乌打工的赵存钱

回到村里，拿出4万多元钱，购买了260

多份米油，分发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

据了解，今年33岁的赵存钱2012

年离开家乡，只身到浙江义乌创业，一

路走来历尽了艰难，但他刻苦工作，最

终创业成功。谈及给村里老人发放米

油原因，赵存钱说，在农村仍有部分老

人生活水平偏低，自己日子好过了，就

想着能够力所能及地改善老人们的生

活。

针对赵存钱的义举，高贤乡党委、

乡政府十分重视，2日下午3时许，在张

东村文化广场，召开了“爱心人士捐赠

暨一会六评”表彰大会，对赵存钱的善

举进行隆重表彰。

太康县张东村赵存钱

回村给260多位老人发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