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落实健康扶贫政策，日前，孟津县人武部组织县中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帮扶

村白鹤镇宁嘴村开展健康扶贫义诊活动，对宁嘴村所有贫困户及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体检，并开展健康扶贫政策、知识宣传。此次活动共诊治村民100余人次，发放健康知识

手册200余份。杨育新王西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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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平等乡张奇庄村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拔掉“穷根子”种出“甜日子”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谷红艳 李德伟 李战国

伊川农商银行

助力乡村振兴结硕果

贫困户王聚才的“昨日今朝”

“苦口良药”，说的是要想疾病好得

快，就不要怕入口的苦药。

“党参拔掉穷根子，苦参种出甜日

子。”伊川县平等乡张奇庄村群众对“苦

口良药”深有体会。事实上，张奇庄村不

只是单纯种植党参、苦参，还有瓜蒌、前

胡等多种中药材，中药材种植产业已成

为当地助力农民脱贫摘帽、推进乡村振

兴的新亮点。

“咱这是清早6点干到上午10点，下

午3点到7点，这上年纪的人在这锄锄地、

薅薅草、割割药种，今年的天老是旱，药材

到今年两年了，该出了。”正在党参地劳作

的田红栓说。

平等乡张奇庄村地理位置偏僻，耕地

以低产旱坡地为主，主要种植玉米、谷子

等传统小杂粮，农业经济落后。

近年来，该村围绕伊川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构建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现代特

色农业产业体系，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

发展格局，围绕“产业增效、集体增收、群

众致富”的目标，紧紧抓住发展机遇，积极

流转土地，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成为远

近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村民田卷民过去由于家里经济困难，

养过猪、养过鸡、养过海狸鼠，但都没成

功。2014年，田卷民被认定为村里的贫

困户。在县、乡、村帮扶干部的支持下，

2016年，田卷民流转土地50亩，开始种

植苦参、丹参、射干、前胡、瓜蒌等中药

材。“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辛勤

耕耘，他种的中药材全部卖出，还清了多

年的债务，成功脱贫摘帽，家庭经济条件

越来越好，破烂的房屋翻新扩建成了气派

的“小洋楼”。

富裕起来的田卷民认准了药材种植

这条路，他又流转土地200多亩，带领更

多村民种植中药材。县、乡两级和相关

职能部门也不断地给张奇庄村中药材种

植产业提供支持。今年天气干旱，影响

到药材的生长，县水利部门在下乡检查

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专门为此立项目、

拨资金，为药材基地打了一眼机井。眼

下机井房正在搭建，配套设施建成后即

可投入使用。

“咱张奇庄村基本上都是种的中药

材，今年天老旱，有的药材出不来，县里知

道情况以后，县委、县政府、乡政府给咱拨

资金，两个月时间就打成了一眼井，基础

配套设施一完善，这就可以浇地了。”说到

政府如何支持，张奇庄村党支部书记田胜

伟说出了大实话。

凭着几年打拼摸索的经验，加上各级

政府的关心支持，田卷民信心百倍，决心

大干一场。“我种中药材，县、乡、村领导对

我特别支持，我是清早起五更，晚上打黄

昏，越干越想干。下一步我想办个农业合

作社，深加工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

购、统一销售，带动俺村更多的群众一起

致富。”

在张奇庄村党支部带领下，村“两委”

班子分头包干，在全村流转田地2000多

亩，全部种上了中药材。原来种小麦、玉

米，每亩收入在1000元左右。现在种党

参，瓜蒌等，一亩地的收入在3000元以

上，村里还成立了3个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积极为种植户与市场牵线搭桥，村民

年收入最高的超过10万元。

“我们村采取合作社+农户+集体的

合作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办一个瓜蒌节

来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药材种

植，共同富裕。”田胜伟话语不多，但却道

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

日前，伊川县彭婆镇李寨村中心小学传来琅琅读书声，20余名留守儿童正在洛阳市馨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师的带领下聚精

会神地“上课”。

为解决留守儿童家长的担忧，做好留守儿童暑假期间的服务工作，洛阳市馨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筹划开办了暑假“留守儿童学堂”，

通过社工师的辅导、陪伴、互动，让留守儿童安全快乐地度过假期生活。陶军摄

日前，伊川县森林公安局派驻高山镇谷瑶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朱丽霞为全村300多

名适龄儿童送上书包、文具盒等学习用品。

朱丽霞驻村以来，摸透村情，同村“两委”一道带领群众发展鞋业加工、光伏发电以及蜗

牛养殖、母牛繁殖等产业项目。通过一系列富民产业和惠民实事的落实，谷瑶村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改变，顺利脱贫摘帽。朱丽霞被谷瑶村群众亲切地称为“警花书记”。葛高远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红
晓）金秋八月，硕果飘香，伊川县吕店

镇霍沟村的“红不软”桃长势喜人。看

着丰收的鲜桃，远通农业负责人张先

生对伊川农商银行的大力支持赞不绝

口……

帮助果农增收，这只是伊川农商银

行助力乡村振兴结出的硕果之一。

伊川县吕店镇霍沟村紧邻高速路

口，交通便利，远通农业利用地域优势，

大力发展“红不软”桃特色产品种植，带

动村民致富，共同奔小康。目前，该公

司“红不软”桃总种植面积达900余亩，

其中与村民签订了225亩种植协议，带

动19户村民共同致富。回想起创业之

初，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那些为求得

流动资金四处奔波的日子，张先生直摇

头，感叹创业太难了，幸亏有伊川农商

银行。该行吕店支行在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中，了解到企业状况，通过“支

农通”信贷产品，第一时间为其发放了

15万元助农贷款，解决了公司发展的燃

眉之急，最终，成功助力“红不软”桃成

为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金果子”。

今年以来，伊川农商银行积极响应

党中央“支持农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的政策号召，主动开发适合农民、农村、

农业的“富农宝”系列信贷产品，积极与

县乡（镇）两级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今年

上半年，伊川农商银行累计向辖内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放助力乡村振兴信贷资金5亿元，为

县域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受到社会各界

一致好评。

贫穷曾像一片顽固的霾阻隔在广袤

的农村大地上，让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之路充满艰辛与迷离。

提起洛阳市宜阳县古镇韩城镇秦王

村的贫困户王聚才，那可曾是出了名的

“困难户”，虽说农村光景只要肯卖力气都

还过得去，可耕田种地这种重体力活对于

自幼腿部残疾的他还真就成了“硬伤”。

好在年轻时他吃苦耐劳爱钻研，摸索

着学会了维修电器、农具等才得以勉强度

日。虽说只是挣个小钱，但比起苦守一亩

三分地的日子却是好许多。后来他和同

龄人一样娶妻生子，过上了清贫却幸福的

农户人家小日子。

然而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家庭开支不

断增加，受技术水平低、市场范围小等因素

影响，修理铺的小买卖已明显支撑不了家

庭开支，一家三口的小日子日渐紧巴。俗

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一眼望不到头的

苦日子使得小两口开始矛盾分歧不断，直

至妻子悄然离家，留下他和孩子苦熬度日。

王聚才回忆说，那时感觉就像天塌了

一样，瞬间失去了对生活的所有信心。

2014年，作为全村最穷户，王聚才家

因缺资金、少技术“名正言顺”被列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也是从那时起他经常接收

到一个“新词”——精准扶贫，也走进了一

场战役——脱贫攻坚战，虽不完全明白具

体含义，但他说，他预感这是国家一件惊

天动地的大事好事。

嘘寒问暖、捐衣送物、访贫问苦，讲扶

贫政策的、讲国家形势的、讲种养方法技

巧的……王聚才除了按规定依次享受企

业带贫、农村改厕、暖心工程等系列扶贫

惠民政策外，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发生

了逆转。

近年来，在宜阳县对扶贫帮扶工作发

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强有力号

召下，全县党员领导干部潜心扶真贫、真

扶贫，全县各职能部门巧施扶贫良策，通

力攻坚合作，奔着脱贫大目标昼夜奋战、

风雨兼程。教育扶贫、电力扶贫、金融扶

贫、交通扶贫等一系列专业扶贫术语次第

出现，并在紧锣密鼓中一一落地实施。

县人社局严格遵循“实施技能扶贫，

扶志亦扶智”的宗旨，创新开展形式多样

的劳动技能培训，想方设法为贫困群众

“插上跨越贫穷的翅膀”。随着“一技在

身，摆脱穷困”“劳动创造财富，技能改变

未来”“幸福生活靠奋斗”等新理念日渐深

入人心，一些慵懒散、等靠要思想渐行渐

远，随风飘散……

统计数据显示，该县每年开展足疗按

摩、电工电焊、美容化妆等20余种工种的

技能培训3500余人次。截至目前，今年

已开展技能培训2975人，培训贫困人口

1798人，其中足疗培训开展19期，合格

679人，实现外出就业380人。

每一次入户对接，都是一个脱贫的潜

在希望。在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

人、帮扶单位等多方共同努力下，鉴于目前

王聚才父子二人主要致贫原因是缺技术难

就业，大家建议他尝试参加县人社局组织

的足疗培训。“免费培训包吃住，培训合格

包分配工作，月工资四五千元。”这则诱人

的培训信息让王聚才顿感眼前一亮，用他

的话说，当时有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王聚才从此开始了奋战穷困的逆袭

之路。作为宜阳县足疗培训第一期学员，

他积极报名、认真培训、刻苦练习、就业磨

炼，经过一系列困难和曲折后，终于成长

为一名备受青睐的足疗师，在开封市一家

知名足疗机构就职，月工资由3000多元

到5000多元，真正过上了不是城里人胜

似城里人的生活。入职以来，王聚才眉宇

间的愁云也日渐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从容淡定和自信的笑意。

2018年宜阳县全县脱贫摘帽之际，

满怀自豪和感恩之心，王聚才家也狠狠甩

掉了穷困帽子，如今他家债务清零还略有

存款。

王聚才如今还成了“红人”。在近期

秦王村举行的“五美”评比活动中，他作为

脱贫模范分享致富心得时激动地说：“真

得感谢党的好政策，不然我也过不到今

天。我现在天冷冻不着、天热晒不着，一

月挣四五千块钱，公司还管吃住，眼下就

操心攒钱给孩子娶媳妇啦！”说完他会心

地笑了，他的笑容也感染了乡亲们，大家

都由衷地替他高兴、为他点赞：“聚才真不

容易，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看他现在越

来越精神了，多好！”

如今更让王聚才欣慰的是，他的儿子

王猛飞作为人社局足疗培训第19期学员

现在正潜心学艺修炼，十天后，他也将奔

赴开封市足疗机构就业。目前，秦王村还

有17名村民表达了参与足疗培训的意

愿，村中越来越多的人发自内心想学一门

手艺，靠技能脱贫致富，在一种先富带后

富、后富迈开步的“比学赶超”氛围中，秦

王村日渐生机勃勃。

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未来可期。采访

最后，性格憨厚的王聚才向记者透露了

他近期两大心愿：“第一心愿是儿子能顺

利成家过上好日子；第二愿望是将来孩

子过好了，自己也能找到一个伴，开开心

心共度余生。”从他自信的眼神中，我们

也坚信，不久的将来他的愿望会一一实

现的。

□本报记者黄红立实习生赵明星
通讯员 靳会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日前，伴随

着栾川县秋扒乡雁坎村流动党小组第

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该村驻栾

流动党群服务站正式建成启用，为栾川

流动党员“安家落户”。这既是雁坎村

管理流动党员的创新举措，也是秋扒乡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党支部组织引领力

的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针对流动党员联系难、

管理难、教育难等突出问题，雁坎村党

支部结合村情实际和流动党员分布状

况，创新工作机制，成立秋扒乡雁坎村

驻栾流动党群服务站。该服务站占地

面积100余平方米，配置有会议桌、文件

柜等基础设施，制作了宣传版面，制定

了《秋扒乡雁坎村流动党员积分制管理

办法》《雁坎村乡贤会规章制度》等，明

确了站长、副站长人选，同时采取“三个

一”工作法加强同流动党员的联系互

动，开展定期教育，掌握学习动态，即每

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每季度组织一次

党课教育，每半年开展一次流动党小组

组织生活会。

“以前我们长期在栾川生活、工作

的党员，因没办法按时回村参加组织生

活，错过了很多重要活动，现在我们可

以就近感受组织温暖，享受组织服务，

我们感觉到不再‘漂泊’……”雁坎村流

动党小组站长宁化伟感慨地说。

雁坎村流动党群服务站的成立，

为在栾流动党员打造“红色港湾”，让

他们有了沟通个人工作思想动态的优

质平台，有了党组织家庭的“归属感”，

服务站既对流动党员从严教育管理，

又注重关怀帮助，为他们更好地开展

组织生活、接受党性教育、提升能力素

质、开展便民服务等提供便利和保障，

确保流动党员“流动不流失”。（吴寿伟
庞敏海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实习生赵明星
通讯员杨育新）8月15日，农行河南省分行

孟津县送庄镇三农金融工作站和河南农信

担保孟津县送庄镇工作站在送庄镇揭牌成

立。这是农行河南省分行与河南农信担保

公司在全省联合设立的第一个以支持农村

集体经济为目的的乡镇金融工作站。

2016年11月，孟津县政府与河南农信

担保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年多

来，河南农信担保公司不断加大资金扶持力

度，对孟津县农业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孟津县被评为河南省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县以来，积极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在孟扣路规划了总投资3.72亿元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并积极向上申

报项目。目前产业园已经省农业农村厅批

准，获省财政扶持专项资金3000万元。

“乡镇金融工作站开启了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新局面，对创

新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构建‘一体两

翼’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具有里程碑意

义。”洛阳市金融工作局负责人说。

“工作站成立后，孟津县域内的村集

体经济项目通过河南农信担保公司的担

保，便可得到来自省农行的资金支持，将

有效解决孟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过程中的贷款难、担保难、贷款慢等问

题，从而对孟津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

积极的推动作用。”孟津县相关负责人说。

栾川县秋扒乡

为流动党员“安家落户”

全省首家乡镇
金融工作站落户孟津

“警花书记”驻村帮扶献真情

健康扶贫暖民心

开设暑期学堂 关爱留守儿童

种植大户田卷民（左二）和村民们交流药材种植经验。李德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