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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雷山村 摘掉“穷帽子”村貌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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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桐柏县
带群众种茶 种出好“钱”途

驻村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宇

干净的茶几上，一碗一筷。整洁的床

头柜上，码着待整理的资料。

一个月给自己两天“探亲假”，倒几次

车，去洛阳看望妻子。其余时间，吃住都

在村里，周末无休。

这个村子，对于34岁的驻村第一书

记赵晓明来说，就是他的家。

2017年6月，赵晓明由舞钢市网络

中心派驻到尚店镇王庄村任第一书记。

当时，村里共有贫困户148户545人，让

他感觉“压力山大”。

为确保王庄村如期脱贫，赵晓明做好

了“脱层皮”的准备。然而，第一次下村赵

晓明就不受待见。村民议论起来：“家在

舞阳县，老婆在洛阳，这个小年轻哪能吃

得了这苦？看吧，干不了多久就该跑了。”

对此，赵晓明更加坚定要用行动来证明自

己。

村民张应超患有尿毒症，每个月都要

到医院做13次透析。高昂的费用已让这

个家庭不堪重负，再加上还有一个4岁的

孩子，生活很是困难。赵晓明了解情况

后，及时帮张应超落实了医疗保险报销政

策，又为他们一家三口办理了低保，还把

张应超的妻子杨晓晖安排到村里的公益

岗位上，使张家的负担大大减轻。

驻村近两年，民情日记他写了厚厚几

本，记录着村情和走访中征求到的意见、

建议。时常东奔西跑，日晒雨淋，赵晓明

变得越来越“土”，而王庄村却变得越来越

美丽。当初在赵晓明背后说风凉话的村

民，如今都竖起大拇指夸赞：“这个后生干

部有担当！”

村民王广军家中有两个年迈的老人，

大儿子先天性聋哑，生活很是拮据。赵晓

明走访后了解到他家的情况，考虑到王广

军还要照顾老人，无法外出打工，就动员

他发展养殖业。在赵晓明的帮助下，王广

军申请到了小额贷款5万元，在村里养了

1000多只鹅。

“刚开始的时候，俺不懂技术，怕养不

好。赵晓明就经常请畜牧局的专家来给

俺指导。俺现在一年养两茬儿鹅，每茬儿

养1000多只。去年，俺家的收入达到了

15万元，彻底脱了贫！”提起赵晓明的帮

助，王广军赞不绝口。

看到原先村里的贫困户大多在镇村

干部的帮扶下改善了生活，村民张新岭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张新岭年轻时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因为一场事故，失去了左腿。他从此灰心

丧气，整天窝在家里。后来，看到村民们

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生活越来越好，他

也想干点啥。可是自己只有一条腿，打工

吧，没人要，创业吧，心有余力不足。每每

想到这儿，他都不由地在家唉声叹气。

就在这时，赵晓明来到他家走访，动员

他去村里的扶贫车间上班，“咱村里的服装

扶贫车间适合你，我在车间里观察了很久，

你这右腿踩缝纫机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在赵晓明的动员下，张新岭决定去扶

贫车间试试。没想到一干还真成，到了月

底，拿到近2000元工资，老张的眼里溢满

了激动的泪花。

“目前，村里有20多名贫困群众在扶

贫车间工作，月薪1500~2000元。还有

20多户在我们的协调下，去了附近的丰

瑞生态园工作。”赵晓明笑着说，“这里既

然是我的家，不发展‘家业’会中？接下

来，我想在种植、养殖业方面找些项目，让

一些体弱多病的贫困群众也能有好项

目。”目前，全村仅剩贫困群众34户 65

人，如何为这些群众进行精准扶贫，是他

今年工作的重点。

一辆改装车，一间“美鞋吧”，一双灵

巧手，一腔脱贫志，林州市河顺镇西里村

贫困户李现生凭着不屈命运的意志，突破

双腿残疾的桎梏，自立自强，修鞋美鞋，

“修”出了一条幸福脱贫路。

双腿残疾就用双手逐梦

“命运折损了我的双腿，我就用双手

继续追逐梦想”。现年56岁的李现生，因

患小儿麻痹，从小双腿残疾，无法正常行

走。199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与其同病

相怜的马现连，婚后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一对残疾夫妇，相濡以沫，撑起了贫困却

温暖的小家。

面对不公的命运，李现生没有屈服，

没有抱怨，身残志坚，搏击人生。从20岁

起，他销售过饲料，卖过兽药，学过木匠，

做过改装，所有常人能做的事情，他都努

力尝试，从不因双腿残疾，等吃混喝，慢慢

学得一身好手艺，做起了修鞋美鞋的小生

意。

精准扶贫过上幸福新生活

“脱贫攻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掉

队”。2016年，李现生一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精准帮扶的春风，让李现生

一家人的生活越过越幸福。

易地搬迁的好政策，让李现生一家住

上了梦寐以求的楼房。“有了新房子，儿子

也已于前年结婚，去年家里又添了个小孙

子，这两年是喜事连连，人丁兴旺，其乐融

融，真要感谢国家精准扶贫的好政策！”李

现生说起新房子，满脸幸福和感激。除了

易地搬迁，加上低保、残疾人补助、教育补

助、土地流转、光伏、建筑业、转移就业等

各项帮扶措施，李现生一家已于2017年

底顺利脱贫。

脱贫更要致富追梦永不止步

为帮助李现生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美

鞋吧”，在不影响镇区整体规划的情况下，

河顺镇政府为李现生协调了修鞋摊位。李

现生为人热情，手艺又好，前来修鞋的人络

绎不绝。李现生一天的收入可以达100余

元。但李现生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绩，他

心里有着更大的梦想。“树立品牌意识，拓

宽经营范围，提升业务能力，修鞋更要美

鞋。我以后打算收学徒，开连锁店，把‘美

鞋吧’打造成林州市响亮的美鞋品牌！”李

现生说着自己的梦想，眼神坚定。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王颖）

“你瞅瞅，俺雷山村现在越来越好了。水

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大门口，文化广场

上健身器材应有尽有，村里还有小游园，

四季常绿、花开不断，风景格外美……”

近日，孟州市槐树乡雷山村贫困户关元

中的儿媳赵娟邀请她在洛阳市吉利区打

工认识的几个好姐妹到家里做客，她们

一行人刚走进村里，赵娟就当起了解说

员，自豪地把村里夸赞了一番。

“娟儿，你们村环境可真不赖，卫生

比城里还好呢。”一边走一边看，一个好

姐妹拉着赵娟说。

听到这儿，赵娟很高兴，连连说：“这

都是扶贫带给俺村的新变化。”

作为村里的外来媳妇，赵娟至今仍

清楚地记得，18年前，她刚嫁到村里时，

这里到处都是土坯房，家家户户的日子

过得都是紧巴巴的。

赵娟婚后多年，村里的面貌几乎没

有变化，还戴上了省级贫困村的穷帽

子。村里环境脏、乱、差，污水横流，村民

吃水困难、用电困难，连道路都是晴天

“扬灰路”、雨天“水泥路”，这些都让雷山

村臭名远扬。

“前几年我在洛阳市吉利区打工，人

家问我家是哪儿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是

雷山村的，怕人家笑话。”赵娟说，前几

年，不仅村里穷，她家也穷得叮当响，公

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丈夫又意外烧

伤，两个孩子都在上学，那段苦日子让她

不堪回首。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孟州市审计局

驻村帮扶工作队到了该村，雷山村旧貌换

新颜：全村的土路都变成了水泥路，排水

沟、路灯等基础设施修葺一新，新建了党

员活动中心、文化广场、村卫生室等。特

别是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从事槐米深加工

项目，为村民致富增收找到了门路。

2017年12月18日，经孟州市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验收，雷山村达到贫困村

退出标准。2018年1月，雷山村正式摘

掉贫困村的帽子。这让雷山村在十里八

村扬了美名。

随着雷山村的脱贫摘帽，赵娟一家

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家里老人看病有了保障，驻村第一

书记还帮孩儿他爸找到了工作，俺家也

跟着村里脱贫的脚步一起脱了贫。”赵娟

激动地说，“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雷山

村越变越美，雷山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幸

福了。”

从羞于说出自己是雷山村人到自豪

夸赞村子，赵娟这个外来媳妇见证了雷

山村这几年脱贫的新变化，她从心里感

谢党的扶贫政策。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高会鹏）

3月20日，记者走进宁陵县张弓镇小吕

集村看到，房前屋后整洁敞亮，村里村外

绿树环绕。更引人注目的是，村头四个

大型扶贫车间里，一派繁忙的生产景

象。旅行背包、外贸服装等生产流水线

加班加点赶订单，工人就是附近的村民。

今年30岁的卢和瑾原是小吕集村

的贫困户，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收入仅靠

丈夫一人外出打工。曾有脱贫愿望却苦

于致富无门的她，如今在脱贫攻坚中成

为村头企业的一名工人，靠自己的双手

走出了生活困境，稳定脱贫。卢和瑾一

边加工背包一边说：“在这儿干活儿，我

一个月收入2000多元，离家近不说，关

键是能长期有活儿做、有事干，在国家扶

贫好政策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脱贫，感觉生活更有盼头、更有劲。”

近年来，在张弓镇党委的带领下，该

村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以党的精准

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发展为统领，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小吕集

村积极发展村集体经济和主导产业，一

跃成为当地脱贫示范村。

为增强小吕集村的发展后劲，宁陵

县、张弓镇领导多次赴外地精准招商，落

实产业扶贫和产业振兴，一个贫困村迅

速落地5家企业，带动370多名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年人均纯收入达2.6万元。

如今，小吕集村实现了从重点贫困

村到“四项全能”示范村的华丽转身，村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听了习总书记在河南代表团的重

要讲话，我们基层干部备受鼓舞，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的干劲更足了，我们要率

先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拿着一份报纸，

小吕集村党支部书记吕岩感慨万分，这

两年越来越多在外务工的青年选择回到

家乡开办工厂，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村

里有了产业作支撑，村民不用再东奔西

跑、抛家弃子外出打工了，乡亲们的腰包

鼓起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风民风也

更加和谐。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宋耀
东）3月19日，在武陟县圪垱店乡托养中

心康复室，八九个残疾人围在一起，他们

或聊天打牌，或在做康复训练。因脑梗引

起偏瘫的宝村60岁贫困户王步妮说：“在

这儿比在家好太多了，在家还得有人专门

照顾，拖累得一家人啥都干不了，在这里

护工帮我洗衣服，还帮我做康复，照顾得

可周到。”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家

人”，这是众多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生活

的写照。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脱贫问题，

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难点，也是

一块儿难啃的“硬骨头”。武陟县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674人，为破解

这些人员脱贫的难题，该县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对贫困户家庭的重度残疾人实

行集中托养，走出了一条重度残疾人贫困

家庭脱贫的新路径。

按照“县级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参

与”的原则，利用现有的养老机构、乡镇卫

生院等资源优势，逐步实现重残人员集中

托养全覆盖。目前，全县已累计投入

424.57万元，先后在县养老中心、圪垱店

乡卫生院、大虹桥卫生院以及詹店镇卫生

院建起托养中心，提供集“生活照料、医疗

护理、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等项目于一体

的免费优质服务。

托养入住的条件是在托养对象自愿

的基础上，按照“户申请、村申报、乡审核、

县确认”的程序，由县扶贫办牵头，县残

联、县卫健委和乡镇街道办事处配合，将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日常生活

明显不能自理、家庭无力照料的纳入托养

范围，并签订托养服务协议。每月重度肢

体残疾人员需要费用2600元，重度精神

障碍人员需要费用4020元，重度智力残

疾人员需要费用2300元，托养费用在整

合相关政策资金的基础上，由县、乡财政

按照2∶1的比例兜底保障，彻底解决因残

致贫家庭的后顾之忧。

圪垱店乡卫生院院长马雪娥介绍：

“托养人员入住时都会进行全面体检，建

立健康档案，由内、外科医护人员组成医

疗组，每天进行两次巡查，并协助开展会

诊、住院、转诊等工作，因人而异制订治疗

和康复方案。”

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不仅为重残家

庭的生活兜了底，还给重残家庭燃起了生

活的希望。

“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托

养、医疗问题，事关广大贫困残疾人的切

身利益，事关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必

须认真细致地落实政策、建好托养中心，

真正做到‘托养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幸福

一群人’。”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福建
玉红）“郑理事长无偿提供优质茶苗，指

导我种下3亩茶园，还手把手地教会我

制茶技术，帮助解决销路，如今茶园收益

加上在合作社的务工收入，我每年能挣

两万多元，实现了脱贫致富。”早春时节，

桐柏县的茶农们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

在程湾镇石头庄村曾因残致贫的村民郑

永军，谈及该县黑明寺茶叶合作社理事

长郑保勉对自己的帮助时感动不已。

“作为农民，我喜欢种茶，把它当作

事业！”说起种茶，郑保勉的脸上便泛起

笑意。他所承包的千余亩茶园效益越来

越好，在桐柏县城、南阳市及郑州市区开

起了多家品牌形象店。在成立合作社的

基础上，他又成立了桐柏嘉木茶叶有限

公司，注册了“豫源”茶叶商标，并成功通

过了有机产品认证，茶产业越做越大。

“去年我家新发展茶园20亩，今年准备

再增加30亩。”郑保勉说。

在石头庄村，40余户村民跟着郑保

勉走上了种茶致富路，全村已发展有机

茶园8000亩，年产干茶5万余斤，实现

户均年增收近万元。近两年，像郑保勉

一样，桐柏县许多贫困群众对种植茶叶

产生了浓厚兴趣。茶产业是桐柏县的传

统特色优势产业，在脱贫攻坚中，该县提

出了全面推进“中原茶乡”建设的一系列

目标，县财政整合涉农资金2000余万

元，用于扶持茶产业精准扶贫基地建

设。目前，已建成千亩以上规模的茶产

业扶贫示范基地5处，百亩以上规模的

34处，全县茶园总面积达11万余亩，创

新探索出了3种茶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带动了全县14个乡镇的87个村融入茶

产业发展。

舞钢市尚店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赵晓明

“这里是我的家，不发展‘家业’会中？”

3月17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南庄村獭兔饲养合作社一员工在观察獭兔生长情

况。近年来，南庄村党支部在精准扶贫中，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区委统战部驻村扶

贫工作队积极帮助该村从山东省青岛市引进了3000对獭兔新品种进行饲养繁育，并采

用“养殖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吸引全村13户贫困户加入养兔合作社，从而加快

了贫困户依靠产业增收脱贫的步伐。陈臣苗发新摄

3月18日，游客在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脱贫攻坚博物馆”观看展览，通过一件件器

物、一张张图片，充分感受该村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效。据悉，该展览共展出图片近5000

幅、实物1200余件，涵盖了20世纪60年代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器具和劳动工具，这是

我省第一个村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博物馆。张中立摄

林州市贫困户李现生 修鞋“修”出幸福脱贫路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郑芳慧

武陟县 托养一个人 解放一家人 幸福一群人

宁陵县小吕集村 贫困村成了经济发展示范村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曹良刚）3月20日，商城县

长竹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油茶育苗大棚

内，10余名工人正在起油茶苗、装箱、浇

水，忙得不亦乐乎。

“我常年在公司干活儿，活儿不重，

都是些手上活儿，每天能挣70元，一年

能挣一万六七千元，我也没啥技术，还要

照顾孩子上学，在家门口能挣这些钱我

很满足。”长竹园乡汪冲村贫困户吴术梅

一边起油茶苗一边微笑着说。

近年来，长竹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

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产业

带贫和务工等方式，带动像吴术梅这样

的贫困群众245户，年户均增收2500元

以上。公司还对长竹园乡陈湾村1000

亩油茶低产林进行改造，改造后每年可

增收50万元，3年内可为该村低产林改

造的95户贫困户分红70余万元，实现

了发展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的目标。

商城县长竹园、冯店、达权店等10

多个乡镇都有着栽培和加工油茶的传

统。近几年开始在李集、河凤桥等乡镇

营造油茶人工林。目前，该县有油茶专

业合作社40余个，年加工500吨以上的

茶油加工企业3家，全县油茶挂果面积

20万亩左右，油茶鲜籽产量8000吨，产

茶油200余万公斤，油茶年产值超2.2亿

元。2018年投入整合资金560万元，发

展油茶基地8000亩，带动贫困户近700

户，户均增收2400元以上。

为鼓励油茶产业发展，该县先后出

台了《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等，统筹林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水土

保持等涉农投资项目，向油茶良种繁育

基地、油茶造林基地和茶油加工龙头企

业倾斜，并引导林农建立多种形式的油

茶专业合作社，推动油茶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从政策上、资金上对发展油茶

给予扶持和支持。目前，该县油茶基地

造林的补助资金已提高到每亩700元。

“在发展面积上，每年要稳定油茶基

地造林一万亩，抚育改造两万亩，到

2025年，全县油茶林保有面积稳定在

30万亩以上，更长远的目标则是50万

亩，同时，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油茶产业链

条将进一步完善。”该县政府有关负责人

说。

商城县
发展油茶产业 带富一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