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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战军，56岁，汝阳县城关镇洪涧村

人。由于受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他生育

了5个子女，上有百岁老母，下有5岁孩童，

打工走不开，挣钱没门路，仅靠一亩三分地

勉强维持生计，家庭穷得叮当响，曾经是附

近出了名的“穷棒子”。

2016年，徐战军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

第一批受益者。驻村第一书记引导全村

34户贫困户发展养牛业，每户补贴5000

元。当时徐战军想，党和政府如此重视关

心贫困户，给予这么多的支持，如果再像过

去那样，没钱伸手要救济，脱贫指望等靠

要，那就太对不起党和政府了，也对不起自

己的良心。

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徐战军申报

了小额贴息贷款和互助资金，用批下来的

6万元资金扩大了养殖规模，从一开始的

两头牛发展到11头。起初，由于缺乏养

牛技术，导致肉牛长势缓慢，还时常生病，

对此，徐战军曾一度心惊胆战，恐怕发生

疫情，功亏一篑。就在徐战军萌生动摇念

头的时候，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特意从

县畜牧站请来技术员，专门对村里养牛户

进行技术培训，还就防疫工作实施跟踪指

导，手把手传技术，口对口讲诀窍。很快，

徐战军养的牛变得膘肥体壮，连续三年卖

了三头牛，收入达三四万元，全家人兴奋

不已、信心倍增。

2017年，帮扶单位县委组织部牵头组

织村里贫困户到三屯镇东堡村肉牛养殖基

地、刘店镇红里村嘉佳乐食用菌种植基地

以及陶营镇甪里艾种植基地考察学习，徐

战军深受启发，决定扩大经营项目，由之前

的单一养牛，发展为种植、养殖一起上。徐

战军用一亩半的丘陵地种了甪里艾，第一

茬就卖了1200多元，第二茬又卖了1300

多元。2018年冬，徐战军又尝试着种了一

亩血参，预计两年后每亩可增加收入2000

多元。徐战军利用种养业挣来的钱供着儿

子上大学，村里还安排他兼职做了护林员，

聘用他爱人担任村里的保洁员，两项收入

每年可达近万元。

现在，徐战军家的年收入达5万元以

上，摘掉了贫困帽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徐

战军说：“年轻时心想多生孩子能致富，谁知

不但没致富反而越过越穷。现在的精准扶

贫政策真是及时雨，给我们这么多帮助，但关

键还是要靠自己！”

彭改成，现年58岁，汝阳县十八盘乡

马寺村的残疾贫困户。

彭改成15岁那年，因上树收摘核桃不

慎掉落树下深沟，造成右腿骨折，由于没钱

及时医治，引发重度感染，彭改成被迫锯掉

了右腿。这对年幼的彭改成来说无疑是致

命的打击，但在父母的关怀下，彭改成拄着

拐杖坚持上学读书，希望将来能学到特长，

自食其力。然而，厄运又再次降临到他的

头上，在彭改成还未跨入成年人门槛的时

候，父母突患重病，相继去世，从此，彭改成

变成了无依无靠的苦命孤儿。

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彭改成陷入极

度的绝望之中。后来在善心邻居的开导

下，他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决定跟着邻居

大叔学着编制竹筐、簸箕、筛子等家用物

品。开始由于性急手拙，彭改成的膝盖经

常被竹刀刺破，手指被竹签扎烂，血流如

注，疼痛难忍，但他坚持不懈、从不放弃，终

于由生到熟，由熟到精，逐步掌握了各种竹

制家具的编制技术。步入而立之年后，彭

改成收养了一个女儿，他一边从事竹具编

制，一边抚养孩子，艰难度日。

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很多农户不再

使用竹制家具，彭改成赖以维持生计的编

制手艺即将被淘汰。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

候，国家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驻村工作

队和村干部多次到他家中了解情况、宣传政

策。为解决燃眉之急，驻村工作队每月出资

200元，为彭改成提供工资，让他当起了村

里的理发员，使他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为使彭改成彻底脱贫致富，驻村帮扶

工作队让彭改成学习食用菌种植技术，并

多次带他到上店食用菌基地现场实践，通

过学习、实践，彭改成不断提升，成为食用

菌种植能手。

2017年春季，彭改成同其他村民一道

赴鲁山、嵩县、王坪等地，为当地香菇种植

专业户接种袋料香菇，2018年仅此项收入

就达5000多元。今年春节过后，彭改成又

带着同村的十几名村民一起到上店镇为香

菇种植专业户接种袋料香菇120多万袋，

不仅自己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而且还

成了名副其实的香菇种植行家。

刘小娟，现年45岁，汝阳县刘店镇红

里村贫困户。

前些年，刘小娟家虽然不够富裕，但

一家人生活得和谐美满。然而2014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刘小娟家彻底坠

入深渊——刚满11岁的大女儿突患系统

性红斑狼疮，很快花费了逾10万元，并且

每两个月还要复查一次，每次治疗费就达

3000元。刘小娟的丈夫只好放弃外出打

工，专心为女儿治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

家庭债台高筑，没了打工这项收入来源，

更是让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2015年，

刘小娟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面对困境，刘小娟和丈夫没有悲观绝

望，夫妻俩商量着在家办个家庭养猪场，并将

自己的想法与驻村第一书记进行沟通。驻

村第一书记听后积极协调，帮助申请小额贴

息贷款8万元建造了8个小猪圈，并联系帮

扶单位给他们捐赠8000元用于购买猪仔

等，就这样，刘小娟的家庭养猪场有了着落。

在决定重操旧业发展养猪后，有邻居

劝他们放弃，认为养猪形势不好，不会有

什么前景。但是刘小娟和丈夫不为所动，

毅然走上了养猪之路。他们一方面将猪仔

进行分类圈养，以利于猪的成长；另一方面

积极向河南科技大学专家请教，虚心学习

养猪经验，并根据专家指导，按照时令节气

变换给自己家里的猪喂养不同的田间草

料。渐渐地，刘小娟家养的猪由原来的10

头逐渐发展到20头、30头。在养猪有了

起色后，刘小娟的丈夫还利用空闲时间在

村附近建筑工地干活，增加家庭收入。

在辛勤劳作的同时，刘小娟和丈夫继续

给女儿看病。帮扶人在得知刘小娟家庭情

况后，不仅向他们提供了临时救助，还积极

帮他们联系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

家给孩子进行诊治。在帮扶单位的帮助

下，孩子的病情日渐好转。刘小娟的丈夫

除了每日早起打理自己家中的养猪场，悉

心添料喂水外，还积极利用闲暇时间外出打

工赚钱。刘小娟也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贫

困户劳动，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赚取收入。

靠着家庭养猪场和务工等稳定收入

来源，刘小娟的家庭收入大幅提升，2016

年人均收入达到6075元，甩掉了“贫困

帽”，2018年人均收入近万元。刘小娟说：

“只要不怕困难，勤劳能干，我们的生活一

定会越过越好。”

——汝阳县7名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故事

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
神上的贫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
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扶贫必须先
扶精气神，才能让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与外
界助力同频共振，从而提升脱贫工作的质
量和效果。

今年，我省所有贫困县将脱贫摘帽。
洛阳市汝阳县是剩余的14个国家级贫困
县之一，它地处洛阳南部，山川丘陵交
错，人均耕地不足1亩，且土地瘠薄、地块
分散，是国家级贫困县、秦巴片区扶贫开

发重点县。截至2018年底，全县还有贫
困村21个、贫困人口4667户 13926人，
贫困发生率3.18%。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脱贫攻坚战
场“骨头”之硬、“战事”之艰，难以想象，
“扶贫先扶志”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必
然要求。汝阳县委从近年来脱贫攻坚一
线涌现出的一批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先
进典型中，筛选出10名典型人物，组织巡
回宣讲，分享脱贫典型“靠奋斗摆脱贫穷、
靠奋斗获得幸福”的人生故事，从4月初

巡讲以来，场场火爆，贫困户受启发、群众
受影响、干部受教育，激发了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消除了少数贫困户的
“等靠要”思想，为快速打开脱贫攻坚工作
新局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为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挺起坚实的精神脊梁。

今天，本版特撷取其中7名脱贫带头人
的事迹予以刊发，希望更多的贫困群众以
先进人物为榜样，唱响“劳动最光荣，奋斗
最可贵”的时代最强音，甩掉贫困帽，大步
奔小康！

产文生，现年46岁，汝阳县王坪乡

响地村的贫困户。

1989年初中毕业后，产文生一直外

出打工，由于学历低，没技术，务工只能

以干苦力活为主，他打过隧道、干过建

筑，然而辛劳一年却收入微薄，连全家人

的日常生计都难以维持。2015年，他家

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中，帮扶单位汝阳县

委宣传部根据产文生以前曾有过种植

香菇的经历，引导他利用本村山林资

源优势来尝试发展食用菌种植，并亲

自带着他到靳村、十八盘等多个食用

菌种植基地考察学习。回来后，产文

生便开始在自家地里试种袋料香菇。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技术匮乏，导致

所种植的 5000 袋香菇产量低、菇形

差，效益不高。夫妻俩辛苦干了一年，

仅仅顾住了成本，产文生也曾一度产

生动摇。

帮扶干部得知产文生思想动摇的情

况后，立即到产文生家里做他的思想工

作，给他送去了有关食用菌种植技术的

书籍，又带着他到鲁山、栾川等县规模化

食用菌种植基地参观取经，最终又坚定

了产文生继续发展食用菌的信心和意

志。

2016年春，在帮扶单位县委宣传

部的协调下，产文生申请到了5万元贴

息贷款，扩大了种植规模，由原来的

5000袋增加到1.5万袋。经过一番努

力和探索，他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种植

技术，当年就获得成功，不仅还清了贷

款，而且还盈利6万多元，实现了脱贫

摘帽。

2017年，凭着已经摸索到的种植

经验，产文生开始向种植椴木银耳方面

迈进，并将银耳收获后剩下的椴木棒粉

碎做袋料香菇的原料，实现了资源的重

复利用，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加了收

入。当年，椴木银耳结合袋料香菇种植

大获成功，产文生收入达10万余元，家

里盖起了两层楼房，还买了小汽车，生

活水平大幅提高。

脱贫致富不忘乡邻。产文生脱贫

后，主动到贫困的乡邻家里向他们讲解

种植食用菌的前景和操作技术，手把手

教他们如何取料、如何喷水、怎样保鲜，

并帮助他们疏通销售渠道，截至目前，响

地村已有16户贫困户在他的指导帮助

下走上了种植食用菌脱贫致富的道路，

户年均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实现了稳

定增收，脱贫致富。

产文生说：“我之所以能脱贫致富，

主要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得益于

帮扶单位的指导和帮助，我必须当好脱

贫带头人！”

程爱锋，现年39岁，汝阳县付店镇

后坪村的贫困户。

程爱锋的父亲去世得早，初中毕业

后，为了妹妹能继续读书，他跟随乡亲一

起到上海务工。由于学历低且年龄小，他

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有限的收入除了基本

的租房吃饭开支，每个月所剩无几。

2014年，程爱锋家被认定为贫困户。

根据程爱锋家庭的具体情况，在脱

贫攻坚帮扶中，村“两委”和驻村第一书

记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建议程爱锋根据

个人爱好先学习一门技术。

程爱锋决定到上海学习厨师技术。

学艺的过程，比原来预想的还要艰难，因

为交不起专业技术学校高昂的学费，他

只能在中小饭店做勤杂工，卸货、择菜、

洗碗、拖地……刚开始因为不熟悉饭店

后厨情况，还经常挨经理和厨师的

骂······
付出必然有回报，程爱锋任劳任怨，

加上为人宽容厚道，很快赢得了经理和

同事们的赞赏信任。半年后，当他告诉

大厨自己想学习厨师技术时，大厨没有

犹豫就同意了，并忙里偷闲亲自指点程

爱锋打荷、切配等基础知识，对于操作相

对简单的菜，便在一边指导着让程爱锋

动手去做。

两年后，程爱锋离开这家店，重新应

聘到另外一家饭店做了二厨。2018年

初，在外学了3年多厨师的程爱锋在镇

干部的感召下决定返乡创业。

2018年 3月，在镇村干部的帮助

下，程爱锋到西泰山景区承包了一家家

庭宾馆——西泰山风情小镇168号，自

己买菜自己掌勺，不怕苦不怕累，亲自严

把质量关。他还拿出在上海学到的厨师

技术，结合本地游客口味特点调整配料

比例，在不同月份推出不同特色山野菜，

用匠心精神去炒每一道菜，无论顾客消

费多少均一样对待。生意趋好后，他又

招聘两名附近的中年妇女来帮忙。因为

饭菜口味好，价格又合理，程爱锋的家庭

宾馆赢得客户普遍好评，通过客户口碑

相传，生意一直很好。

2018年夏季，程爱锋除了承包费、

员工工资，赚了3万多元，当年家庭人均

纯收入也达到了脱贫标准，彻底摆脱了

贫困。

当问起程爱锋的未来目标，憨厚的

他笑着回答：“这一切都是党的政策好。

年轻人穷点不怕，可怕的是没有摆脱贫困

的志气，只要吃苦肯干，自己创业还是比

打工好一些。明年要多赚一些钱，能早点

找个女朋友，完成父亲的遗愿。”

高胜利，现年43岁，汝阳县小店镇

高庄村贫困户。

20年前，高胜利初中毕业后一直在

南方打工，后来由于母亲多病，患有精神

病的哥哥跟他生活，加上子女上学，农村

土地少，家庭收入低，沉重的负担让他家

陷入贫困，2016年他家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成为贫困户后，高胜利决心通过自己

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境况。就在这时，

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来到家中找他商

谈脱贫之计，并根据高胜利前些年曾在南

方服装企业打工的经历，帮他分析和指出

了政策、技术、劳力三方面的优势，鼓励他

发展服装加工业。

万事开头难。要圆创业梦，高胜利

首先得突破资金、设备、用人、技术、销

售“五道关”。突破资金关方面，驻村第

一书记和村干部通过协调疏通，为他争

取到了青年返乡创业补贴资金 5000

元，解决厂房建设、道路铺修等问题；在

突破设备关方面，高胜利向亲朋好友筹

借了8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在用

工方面，村里帮他做动员，加上高胜利

平时的诚信声誉，建厂不久，就有许多

有服装缝纫技能的妇女踊跃报名进厂；

在突破技术关方面，高胜利除了回顾整

理以前在南方服装厂打工时积累的经

验外，还购买了服装经营技术方面的书

籍，边学习，边实践，边摸索，边提高，很

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服装经营技能；在突

破销售关方面，他一方面通过建立专业

销售网点和团队，与外地服装经销商联

姻合作，打通地域外销路通道，另一方

面利用电商微商这一新型营销平台打

开服装销售大门。就这样，高胜利的服

装加工厂正式启动了。

然而，随着企业的运转投产，材料从

哪进？工人工资怎么开？扩大经营怎么

实施等一系列问题摆在高胜利面前。经

过两个月的努力，高胜利终于用诚心打

动了几家服装客商，与之相继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

目前，高胜利已将服装厂面积扩大

到300多平方米，拥有先进设备30多

套，能够加工各类服装产品，给附近30

多名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人月平

均工资都在3000元以上，高胜利本人

的年收入也达10余万元，甩掉了贫穷

的帽子。

高胜利谈到脱贫后的感受说：“有政

策支持，有干部帮扶，脱贫必须敢闯敢

干，踏实干！”

靳阳明，现年72岁，汝阳县刘店镇二

郎村贫困户。他的妻子是个哑巴，而且患

有精神疾病，一条腿残疾，生活不能自

理。2016年，靳阳明家被评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成为贫困户后，村里和帮扶单位按

照一户一策的原则给靳阳明制定了相

应的帮扶计划，并采取各种帮扶措施帮

助他脱贫：给他申请了入股香菇代种项

目，每年获取收益1500元；为他办理了

低保，给他妻子办理了残疾护理补贴，

每月补贴60元；帮他家申请入股佳嘉

乐项目，年获取收益3000元。家中住

房条件差，村里还给他申报了危房改造

项目，帮扶人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他捐

赠水泥、沙等帮助改变户容户貌。同时

村干部和帮扶人还不定期到家中走访

探望，给靳阳明宣讲党和政府的富民惠

民政策。

虽然享受着国家的有关扶贫政策，

但是靳阳明不等不靠，他利用几十亩荒坡

地和自家的责任田搞起了蔬菜瓜果种植，

改变了长期单一的粮食种植。帮扶人县

公安局的谭建栓了解到靳阳明种植有西

瓜、蔬菜等农作物，积极帮助他联系销售

渠道，增加收入。

从原来的荒坡种植到现在的大棚种

植，从原来的零售到现在的批发销售，种

植规模年年都在扩大。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靠着蔬菜种植，靳阳明年收入达2

万多元，于2018年率先脱贫，成为二郎

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并获得了2018年

度脱贫光荣证。

靳阳明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女儿

在镇上的饭店打工，儿子上小学六年级，

成绩名列前茅。一看见孩子们，靳阳明

的劲头更足了。

靳阳明说：“我能脱贫致富，永远感

激党的扶贫政策以及帮扶单位的良苦

用心。”

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改名为靳党

恩，并且在家里的院墙上写下“永报党

恩”四个大字和“大干快步奔小康”这句

口号，激励着自己早日过上更加幸福的

好日子，不让党和政府再为自己操心。

靳阳明 脱贫不忘感党恩

高胜利 脱贫要敢闯敢干

程爱锋 脱贫要靠战胜贫困的志气

产文生 贫困户变成脱贫带头人

刘小娟 脱贫必须能吃苦

彭改成 遇上好政策和带路人

徐战军 勤劳致富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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