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助学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晓敏）“谢谢李书记，谢谢许昌编办的

爱心人士，要不是你们送来这8000元

钱，我今年的学费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8月2日，在禹州市鸿畅镇东高村

李录录的家，爱心人士为这个贫寒的

家庭送来了温暖和感动。

李录录今年23岁，她幼年丧父、

母亲离家出走，自幼与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今年4月底，李录录成功考取

郑州大学医学科学院免疫学研究生，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她和

爷爷奶奶三人就开始为8000元的学

费发愁。“李丹书记到俺村这一年多，

帮助我了很多。”李录录告诉记者，知

道她因学费发愁后，李丹向许昌市委

编办领导汇报，为她筹集学费。

李录录所说李丹是许昌市委编办

电子政务中心主任，2017年11月，他

被组织选派到禹州市鸿畅镇东高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入户走访过程时，

了解到李录录的家庭情况。

“我刚驻村时，李录录还在河南中

医药大学上学。为供她读书，她的奶

奶经常去邻村帮人干农活，有时候还

帮人刷碗，李录录本人在学校也经常

打工，十分不易。”李丹说。

根据李录录的情况，李丹和村干

部帮李录录办理了低保，并帮她申请

了3000元的民政福利彩票助学金，许

昌市委编办的领导也多次到她家看

望，送些生活必需品。还安排李录录

的奶奶在村里当保洁员，有效缓解了

李录录家的经济压力。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自强不息，

将来回报爷爷奶奶，回报社会，回报所

有好心人。”李录录拿着筹集来的学费

时感激地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
慧星）“来，闺女，快试试这衣服和鞋合

适不合适？”7月28日，在太康县朱口

镇王窑村一户村民家里，王子晴和王

肖晴姐妹俩依偎在女教师王冬的怀

里，不停地向王冬问这问那。其实，3

人并非母女，这样的场景，已在这个小

院里持续6年。

12岁的王子晴和王肖晴是一对

双胞胎，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随后，

妈妈借口外出打工，从此再也没有一

点音讯。姐妹俩只好随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为补贴家用，爷爷王客臣日常

干完农活后，就会骑上一辆三轮车到

周边村庄捡拾破烂，虽然辛苦，但一家

人很知足。

2013年年初，在太康县毛庄镇一

中教书的王冬到朱口镇开展志愿服

务，无意中了解到王子晴和王肖晴姐

妹俩的家庭情况，她便开始资助姐妹

俩。在王冬的资助下，小姐妹学习也

十分上进，每次考试，班里的前两名都

被她俩“包圆”。

7月28日星期天，是王冬去看两

个女儿的时间。小姐妹家的院子不

大，但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内墙上贴

满了奖状。这次来看王冬特意给姐妹

俩购买了几件新衣服、鞋和一些书籍。

“王老师，你待她们给亲闺女一样，

每次来都不忘给她们买东西。我们真

不知道向你说啥好了。”看着俩孙女被

王冬打扮得如此美丽好看，王肖晴的爷

爷王客臣感动得连连向王冬道谢。王

冬准备离开时，姐妹俩拉着她的手，满

眼的不舍。“等你俩明年上初中了，我就

把你们接到县城去上学，到时候吃住在

我家，咱们永远不分开。”上车前，王冬

抚摸着姐妹俩的头叮嘱说。

禹州市驻村第一书记李丹

为寒门学子筹集8000元学费

太康教师王冬

坚持6年资助双胞胎姐妹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大

家有没有决心？这是一场攻城拔寨的

决胜之战，大家有没有信心？这是一场

不容懈怠的时间之战，大家有没有毅

力？这是一场检兵验将的冲锋之战，大

家有没有勇气？”7月31日，孟津县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现场，孟津县委

书记杨劭春连发四问，在场人员群情激

昂、齐声回应——“有！”铮铮誓言，响彻

云霄。

孟津不是贫困县，但脱贫攻坚的任务

一点儿也不轻松。该县此次以誓师立令

的形式，向县扶贫办和10个镇授战旗，全

体参会人员进行庄严宣誓，旨在进一步铭

记初心、明责加压、鼓舞斗志，真正让脱贫

路上不漏一户、不掉一人。

“如果完不成脱贫攻坚工作目标任

务，出了重大问题、拖了全县后腿，本人

愿承担相应责任，自愿接受组织处理。”

大会现场，县扶贫办主任、10个镇党委书

记向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作出庄重

承诺。

今年，孟津县要完成15个村、6346名

贫困人口脱贫退出任务，实现整体脱贫。

“正如全市对外开放暨重点工作推进会所

强调的，不能因为没有摘帽的压力而弱化

扶贫责任、影响全市大局。”杨劭春表示，

决胜脱贫攻坚是一场大仗、硬仗，当前，孟

津县脱贫攻坚已进入冲锋总攻、决战决胜

的关键阶段，县级领导要奔赴“火线”，行

业部门要深入“一线”，帮扶单位要挺在

“前线”，各个乡镇要聚焦“主线”，村组干

部要坚守“战线”。要真正做到严字当头、

快字出手、准字落脚，脱贫路上不漏一户、

不掉一人。

“截至目前，我镇还有28个贫困户、

89名群众没有实现稳定脱贫，还有18个

退出户、50名已脱贫群众需要巩固提

升。”会盟镇党委书记孙永伟在誓师会上

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坚决把脱

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

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坚决打赢这场输不

起的战斗。”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

量！……”全体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

量》，至此，誓师大会在高昂的气氛中落下

帷幕。

走出办公室、坐镇最前线。从会场出

来，领导干部们顶着炎炎烈日第一时间奔

赴扶贫工作的第一线，走访贫困村，深入

贫困户，自查自验，查漏补缺。

“在我县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我们

将以百倍的用心、千倍的付出、万倍的担

当，决战每一天、完胜每一件。全县将坚

持标准不放松，以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为

乡村振兴、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杨劭春说。

“行动！”随着一声令下，潜伏多时的

狙击手沉稳冷静，精准狙杀；全副武装的

特战队员快如闪电，破窗突入……7月下

旬，伏牛山麓某军事训练基地，一场特战

演练激战正酣，担任此次行动的指挥员，

正是陆军某特战旅副参谋长付向海。

健硕的身材、刚毅的脸庞，目光炯炯

有神，让人觉得付向海“天生就是特种兵

的料”。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就要时刻以

昂扬精神投身练兵备战，才能扛起肩上使

命责任，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付向海说。

付向海1981年4月出生在尉氏县，

入伍近20年，从基层战士一路成长为特

战旅副参谋长，这位“特战尖兵”以逢敌亮

剑的血性和精湛过硬的技能，先后3次荣

立二等功、1次荣立三等功。

“武艺练不精，战场白送命。”这是付

向海写在笔记本扉页的一句话。2005

年，他参加上级组织的“猎人集训”，凭借过

硬技能和坚韧意志，一举夺得“金牌猎人”

称号；2009年，由于军事技能过硬、个人表

现突出，付向海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指挥军

官”……近年来，付向海先后参加近20次

集团军以上比武竞赛，共取得10余次个人

单项第一名、6次团体总评第一名。

在国内比武场上书写光荣和辉煌的

付向海，在维和战场和国际赛场也毫不含

糊。

2007年 11月，付向海通过层层选

拔，作为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维和大

队先遣分队的一员，带领警卫分队奔赴任

务区。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

务的14个月里，付向海参加过多少回巡

逻、处置了多少次险情，自己也记不清楚

了。可说起这些经历，他却是一脸自豪：

“当兵不怕经历战火，这次维和，让我的军

旅生涯多了一份厚重履历。”

尽管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但付向海

依然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

他带领专业骨干扎

根野外驻训场，深入研

究实战条件下特战技能

组训模式、实际应用等

多个难题，制定出格斗、

攀登等6本口袋教材，

总结推广“循环功能训

练”“多点快速射击”等

13种组训方法。

付向海说：“训练场

就是战场。只有把功夫

下在平时，把专业练到

极致，才能攻无不克、战

无不胜。”

8月5日，正阳县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在忙着点种蘑菇。该合作社向农民大量收购花生壳，将粉碎后的花生壳发酵作为食用菌

生产原料，每年能消化吸收5万亩花生壳，农民每亩花生可增收45元，年累计助农民增收200余万元。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胡瑞琪 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琰）8

月5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了解到，从即日起，全省人社部门要

集中精力大干100天，加大帮扶力度，确

保今年年底前实现有就业能力和就业

愿望的贫困劳动力“应就业尽就业”，有

培训愿望且符合受训条件的贫困劳动

力实现“应培训尽培训”的两个百分之

百目标任务。此次攻坚的重点为卢氏、

嵩县、淅川、台前4个深度贫困县及其余

10个未摘帽贫困县，重点聚焦未就业、

未接受过培训的贫困劳动力。

单列攻坚名单，把就业扶贫信息台

账中未就业、未培训贫困劳动力单列出

来，另行登记造册。县级人社部门要组

织专门人员，详细了解家庭成员基本情

况、是否有培训愿望、是否有就业愿望

和就业能力、是否具备就业条件等信

息。

优化技能扶贫措施，重点围绕农业

产业发展，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围绕本

地企业及市场用工信息，开展就业技能

培训。围绕新成长贫困劳动力，开展职

业教育培训，确保未培训人员至少接受

一次培训。深化技能扶贫专项行动，在

全省范围内遴选一批具有特色专业的

技师院校，分别与全省53个贫困县签订

技能培训帮扶协议。对已实现就业但

未接受过培训的贫困劳动力，要主动与

用人单位对接，引导生产经营主体，对

已吸纳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开展“以工代

训”，提高就业稳定性。

创新就业扶贫载体，推动农民工返

乡下乡创业工作，培育一批助力脱贫攻

坚创业项目。引导企业采取“公司+农

户”、为居家灵活就业贫困人口提供加

工原材料等方式，开发灵活就业岗位。

加大就地就近就业帮扶力度，依托本地

扶贫载体，吸收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统筹力度，对

贫困劳动力实现兜底安置就业。开展

有组织劳务输出，对贫困劳动力开展职

业指导、专场招聘等就业服务。对已就

业贫困劳动力开展跟踪服务。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
鑫）8月2日，原阳县政府旁的文化公园

里，迎来了不少群众，大人们散步聊天，

孩子们嬉闹玩耍……“文化公园建成后，

俺这遛弯锻炼终于有了好去处。”家住附

近的李大爷说。

原阳县文化公园集活动健身、文化

宣传为一体，将原阳的宰相文化、历史大

事件及成语典故等，以文化墙、雕塑、地

刻等元素展示了出来，让群众在游园的

同时，潜移默化感受到历史的熏陶。

近两年，原阳县突出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这个总抓手，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

程，今年以来，该县继续加大投入，目前

正在建设一批像文化公园一样主题不同

的“口袋公园”。“我们坚持就地取材、少

拆多改、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群众的不

同需求来制订建设方案，公园面积虽不

大，实用性不能差。”原阳县委副书记李

继游介绍。

作为“口袋公园”之一的民俗文化公

园，位于原阳县老城区的商业中心，它的

动工，让不少群众感到惊讶。“这儿是县

城最繁华的地段，搬迁后政府花钱给我

们建公园，真是不赖。”住在公园周边的

居民说。

“老城区之前几乎没有公共活动地

点，群众锻炼身体都难找地方，急需这样

一个有特色的文化公园。”原阳县住房与

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国安表示，

在修建广场、添置健身器材的基础上，还

会将盘鼓、秧歌、竹马、旱船等表演中的

场景制作成雕塑，放置在民俗公园，并将

定期组织民俗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生

活。

据了解，建在学校聚集区域，游戏及

体育设施齐全的体育公园；紧挨该县中

医院，满足患者康复及其家属休闲的中

医院游园；靠近居民区，绿地面积大，控

水能力强的海绵公园等都将在近几个月

完工对原阳群众开放。

2019年，原阳县在继续扎实推进脱

贫攻坚的进程中，又不仅仅局限在“扶

贫”二字。该县紧紧抓住郑新深度融合

这一重大机遇，并将人民群众的需求作

为百城提质的努力方向，谋划了113个项

目，目前已开工建设了104个，完工37

个，完成投资8.2亿元，有效解决了群众

最关心的出行难、停车难、入学难、就医

难等问题，补齐了城市短板，使城市功能

更加健全。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赵丽华刘伟峰）“再给他称几十

斤菜瓜……”8月5日，在淮滨县芦集乡

绿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白

良海一边叮嘱工人装筐，一边帮忙将装

好的瓜搬上车。

白良海一直和土地打交道，早些年在

上海园区做主管，精通瓜果栽种技术。年

岁愈大，回家单干的想法愈烈。恰逢刘台

村“两委”积极欢迎他回家办合作社带农

致富，白良海就在2013年返回家乡。

回乡后白良海租了40亩地，搭建了

20个大棚，选择种植菜瓜。“你别小看这

个菜瓜，虽然便宜，但是易存储、好运

输、一根藤上能结十几个果，种好了效

益也不错。”

为了让自家的菜瓜瓜肉清甜，白良

海选择了商品性好的阿兰、早青等优良

品种，栽种在没有种植过瓜果的土地

上。雇用了13个村民帮忙，从施肥肥料

比例到育苗每个步骤白良海都会参与，

并手把手教给村民。

在白良海的指导下，大棚内现种植有

菜瓜、黄瓜，一个棚可产5000~6000斤，

价格则1元~2元/斤。白良海告诉记者，

这几年，每个大棚收入8000元不成问题。

芦集乡项营村的刘泽琴受惠颇大，老

公残疾，自己又是个女子，干不动重活，一

家人生活困难。在白良海的合作社帮忙

后，负责采摘、打药等，年可收入两万元。

“现在我又租了60亩地，正在搭建

大棚。不少村民也有跟着我种菜瓜的

想法。我就想着俺们村能成规模，形成

连片效应。”白良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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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 吹响脱贫攻坚总攻号角
□本报记者黄红立 实习生赵明星

通讯员 杨育新

正阳 种蘑菇促增收

□本报记者孙欣李躬亿/文 褚桂仁/图

出彩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原阳县

“口袋公园”提升居民获得感

淮滨县返乡创业人员白良海

建大棚种菜瓜 帮村民共致富

我省启动就业创业扶贫
“百日攻坚”行动

向阳而生新“三农”

◀上接第一版

共建田园好风光

2015年启动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以

来，郑州市和各县区两级财政拨付专项资

金，支持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和污水收集处

理设施，对村庄道路进行硬化、美化、亮

化、绿化，对具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生态环

境和地形地貌进行修复，村容村貌得到提

升。截至2019年上半年，郑州市级财政

投入6.15亿元，市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项目达42个，打造出一批“鸟语花香、田

园风光”的美丽乡村。二七区樱桃沟村入

选全国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和“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成为了4A

级景区。新郑市泰山村、新密市黄固寺

村、巩义市水道口村被国家农业农村部命

名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牟县十里铺

村、登封市崔岗村等村庄环境不断改善，

初步实现了“宜居、宜业、宜游”，成为了市

民的度假好去处，形成了“雁阵效应”，对

其他村庄进行环境改善和村庄建设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按照规划，到2022年，郑州市的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村将达50个，通过典型引路，

连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群，示范带动农

村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全方位改善提升。

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农业从传统走

向现代，农民从贫穷走向小康，一幅乡村振

兴的美好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抓落实补短板
提质量争先进

◀上接第一版 持续完善和改进督查巡

查方法，确保更加科学合理；建立问责和

约谈机制，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加大通报

力度，加强问责追究，倒逼基层转作风、

抓落实。

就近期具体工作，武国定要求，要高

质量开展好半年核查工作，切实做好迎接

国家半年核查准备工作，扎实开展脱贫人

口“回头看”工作，认真筹备省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会议，做好向省委常委会、省政府

常务会相关扶贫工作的汇报，提前谋划

“10·17”扶贫日活动，筹备召开已脱贫摘

帽县经验交流会，筹备好全省消费扶贫会

议、扶贫宣传工作会议和扶贫协会换届工

作，尽快完善脱贫攻坚年度考核方案等。

座谈会后，武国定还调研了河南省精

准扶贫指挥中心信息平台，就用好信息平

台、实现科学决策、提升工作效率提出了

明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