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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 脱贫攻坚开展“百日会战”

一条顺口溜里的乡愁记忆

睢阳区郭村镇
“点名+点评”力促干部转作风

夏邑县
创新载体开展主题教育

睢阳区李口镇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柘城县张桥镇曹堂村
党员有了政治生活馆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记者李燕）11

月5日，走进夏邑县北岭镇孙后寨村，映

入眼帘的是别致的小桥流水，宽阔清洁的

街道，碧草如茵的绿化带，与两侧倡树新

风的“文化墙”交相辉映。“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标牌前粉刷一新的党史馆，包罗万

象的民俗馆，充满书香的农家书院，处处

人头攒动，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文化自信

与幸福的笑容。

今年年初以来，尤其是开展主题教

育以来，夏邑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广

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关注、支持、参与改

善人居环境工作。5000多名党员干部

带头开展“三清一改”活动，累计清理垃

圾杂物30.6万立方米，整理沟坡40多公

里，新建文化广场19个，完成无害化和

卫生厕所改造23833户，农村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 刘关心
记者李燕）11月5日下午，柘城县张

桥镇曹堂村新建成的党员政治生活

馆里，聚集了村里的27名党员。大

家在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孙传峰的带

领下，一起学习了红军长征史，领会

了长征精神，观看了长征图片，并重

温了入党誓词，共同讨论了村里合作

社流转土地、发展麦椒麦薯套种、开

发惠济河乡村旅游的发展规划，使全

村党员干部对曹堂村的美好未来充

满了信心和力量。

据了解，该馆自建成开放以来，

村党支部每周两次组织党员集中学

习交流，通过集中听党课、观看主题

教育片、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党的知

识培训和座谈讨论等方式，让大家

深学细悟，边学边查，边查边改，有

效促进了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

里进。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 李中欣 记

者李燕）“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收缴

中，我们镇在全区的统计报表中位置

并不靠前，各村的进度也不均衡，比如

赵油村已经完成98.5%，但西马村只

完成60%左右。”11月1日，睢阳区郭

村镇班前会点过名后，镇长卢生田对

医保费收缴工作进行点评，“请西马村

党支部书记说明情况。”

这样的“点名+点评”，目前已成

为郭村镇班前会的固定程序。

“‘点名+点评’是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郭村镇

落实为基层减负的一个具体举措，也

是促进党员干部转作风、提效能的一

种有效方式，今后我们要形成一个制

度一以贯之。”郭村镇党委书记沈艳丽

告诉记者。

本报讯（通讯员 刘守良 杨创举
记者 李燕）11月5日，记者从夏邑县

主题教育办公室获悉，该县结合实

际，创新载体，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了

“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活动，激励

全县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放党员徽

章 1.4 万余枚、共产党员户标牌 1.2

万余个，设置党员先锋岗526个、党

员示范窗口 86个，选树张艳军、王

飞等先进典型24个，在全县形成了

践行初心使命、争当合格党员的生

动局面。

本报讯（通讯员贾文亮 王支
援记者李燕）近段时间以来，虞城县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聚焦一条主线，落实“四个注

重”，坚持学做结合，查改贯通，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推

动主题教育全面开展，取得了初步

成效。

认真学习研讨。全县统一订购了

学习书籍，印制了学习记录笔记本和

应知应会手册，制订阶段性学习计划，

规范学习教育活动。各乡镇、县直各

单位均陆续开展了两次学习研讨。在

学习研讨的基础上，县处级领导干部

带头讲党课25次，县四大班子列出检

视问题清单31个。

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千名干部

下基层、持续深化党员+”活动，机关

党员干部每人至少分包联系1户，定

期下基层走访调研。截至目前，已有

401名乡科级干部确定了调研课题，

奔赴基层一线开展调研，1160名干部

走访入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检视整改有力。坚持问题导向，

边查边改、边学边改，建立“立查立改

事项通知单”制度，目前已下发立查立

改通知单4份，相关问题正在有序整

改中。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 韩丰 记者

李燕）“冉庄村脱贫攻坚责任组为确保

政策落实不漏一户一人，紧紧围绕‘病、

学、房、证、贷’，对贫困户进行精准施

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落实台账和项

目实施台账。截至目前，冉庄村有150

户贫困户进行了星级户评选，实施雨露

计划培训 221 人次，实施危房改造 18

户，实施六改项目137户，30户贫困户

办理了小额贴息贷款，为患有慢性病的

71户贫困户免费办理了慢性病门诊就

医卡……”11月 5日，在夏邑县曹集乡

冉庄村农业产业园，驻村第一书记涂阳

一口气说出百十个数字，字里行间透出

她在精准扶贫中扎实的绣花功夫。这

是夏邑县近日开展脱贫攻坚“百日会

战”的一个缩影。

国庆节刚过，夏邑县就层层召开脱

贫攻坚专题会议，深入开展脱贫攻坚“百

日会战”。针对脱贫攻坚态势，肯定成

绩、坚定信心；正视问题、找到症结；认清

形势、转变思路；抓住重点、奋勇争先。

通过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

强督导检查、奖优罚劣等措施，突出抓好

贫困户增收，抓好“两不愁、三保障”，抓

好防滑坡、防返贫、防风险，抓好问题整

改工作。

夏邑县委、县政府强调：务必做到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在省委、省政府上半

年督导考核工作中，夏邑问题较多，针对

存在的症结，该县提出多项要求：认识要

提升，只有脱贫攻坚干好了，才能实现对

其他工作的统领与引领。全员要上阵，从

10月10日至12月31日，所有干部要全

部上一线；包乡县领导每周要到联系乡镇

至少一次，要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办实事，

掌握情况；县直单位一把手90%的精力要

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把办公室搬到贫

困村、贫困户家中；帮扶队员入村工作不

能低于3天，驻村第一书记、责任组长要

全天候驻村工作。方案要搞清，“百日会

战”实施方案要学懂弄通，各乡镇、县直各

单位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方案，明确时

间、责任，细化工作任务，让参与队员按计

划开展工作。方法要有效，要善于在繁杂

问题中抓主要矛盾，重点抓好病、学、房、

业、证；县督查组要通过认、领、算、查、考

加强督导，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实现全

党动员、全员参与、全民配合。重点要清

晰，要确保档卡准确、收入增长、产业覆

盖、脱贫不返贫。经费要保障，数据要清

零，各行业部门的各项任务数据要清零。

宣传要做到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掌握夏

邑有形，开辟扶贫专栏，对先进典型进行

表扬，对落后者进行曝光。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 记者李燕）

10月28日下午，柘城县召开辣椒特色小

镇规划设计座谈会，就辣椒小镇建设，柘

城县有关单位和规划设计专家进行建言

献策。

在当天的规划设计座谈会上，就辣椒

特色小镇的主题元素、设计要点，与会人员

分别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会议形成共识，

辣椒小镇的设计单位要紧紧围绕“建哪里、

建什么、怎么建”的工作思路，在小镇里统

筹布局产业发展、科技研发、文化展示、休

闲旅游元素。规划设计要进一步优化，充

分挖掘、自然融入辣椒文化元素，打造出独

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

本报讯（通讯员赵敬雷 记者李
燕）近期，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开展，

宁陵县充分发挥全县359个行政村驻

村第一书记全覆盖的优势，指导农村

党员干部广泛参与，开门抓教育，着

力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全县驻村第一书记主动担当作

为，把抓学习作为主题教育首要任

务，丰富充电载体，让党员主题学习

内容“活”起来；结合本村实际，搭建

网络平台，让外出务工党员“聚”起

来；带领党员入户征求意见、建议，

对表对标检视，让党员查找不足

“改”起来；把办实事、求极致、解难

题、保本色要求贯穿村级党组织主

题教育，践行初心使命，让党员为民

办事“忙”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 于爽 记者李
燕）“啥叫乡村振兴？通俗地说就是乡村

美起来、钱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我们

一直在做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结构调

整、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都是朝着这些

目标去的……”日前，睢阳区李口镇党委

书记张明亮在产业结构调整现场会上的

讲话，引来现场群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今年以来，李口镇将乡村振兴作为当

前一项中心工作，结合自身实际，抓党员

学习教育，促能力素质提升；抓产业结构

调整，促农村产业兴旺；抓人居环境整治，

促村容村貌提升；抓精神文化生活，促乡

风文明建设，取得明显实效。

“金焦庄、银孟庄，不如袁庄呱唧半

后晌，袁庄倒铁不倒铜，不如苗楼打草

绳。”这是20世纪60年代，时任宁陵县赵

村公社（乡）党委书记王惠成在全社干部

会议上以“苗楼打草绳”为题说出的顺口

溜。那时，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

生活困难，王惠成动员广大干群发挥特

长，自找门路，鼓励农民在农闲时搞好家

庭副业。

还真别说，在赵村一带有绝活的村

庄不少，吕大庄有镟匠，镟出玩具、生活

用具及擀面杖；魏庄、丁楼编席打篓；张

楼、吴庄用红薯滤粉面下细粉等。焦

庄、孟庄沙壤土地，以种植烟叶、花生经

济作物为主，收入可观，所以大家都称

金焦庄、银孟庄。袁庄和苗楼两个村庄

都有个手艺，袁庄翻砂倒锅倒犁铧，需

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苗楼织蒲席打草

绳，男女老少都可以帮忙，是个养家糊

口的好手艺。

苗楼位于宁陵县城东北10公里，该

村有300多口人。苗楼祖祖辈辈以打草

绳为业，远近闻名。苗楼麻绳不仅销往

乡镇和周边县城，还远销蚌埠、徐州、菏

泽、郑州、洛阳、信阳、安阳等地。

“咱苗楼的麻绳不仅服务大众，维持

生计，还支援过淮海战役！”这是村民苗

振生的父亲说的。苗楼只有苗老先生读

过私塾，红白喜事写帖、题主，过年时书

写春联和喜对非他不可。淮海战役支援

前线时，其他村庄出民工、扁担、独轮推

车等，唯有苗楼，县政府指示以麻绳为

主，谁家出多少麻绳，苗老先生都记得清

清楚楚。淮海战役中用苗楼麻绳捆军

火、扯帐篷、挑军粮、绑担架……苗楼麻

绳为淮海战役付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迈

进，小型农用机械进入农民家庭，机制麻

绳和呢龙绳的问世，让苗楼纺绳受到了

极大局限，手工纺绳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宁陵是远古葛天氏活动的区域，传说

葛人用葛藤搭屋、用葛皮纺绳织布，苗楼

打麻绳也曾活跃在宁陵境内。从古到今，

苗楼麻绳既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

又富了一方水土，虽说苗楼麻绳已离我们

远去，但这份乡愁却难以磨灭……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尚伟 记者李
燕）“赵老师没有带过我们一节课，他只

是一名普通的宿舍管理员，但是从他的

身上，我所学到的做人的道理、处世的方

法将影响我一生。”11月2日，夏邑县第

一高级中学的会议室里，在《折射的青

春》——赵保真老师书友新书见面会上，

今年刚高三毕业的葛萱的发言引发了大

家的同感。

今年已经年过六旬的赵保真于2004

年到夏邑县第一高级中学担任生活老师，

负责男生宿舍管理工作，因年轻时喜欢读

书、热爱文学，他又担起学校黑板报的策

划和出版工作。学校文学社成立后，他又

积极参与到文学社的各项工作中。此外，

他更是学生们课余谈心交流的好对象，在

他的小屋里，学生们与他交流谈心、激扬

文字。经常为孩子们排忧解难、疏导心理

的赵老师也和学生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忘

年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爹”。

“时间的流逝，无法磨灭我们对母校

的拳拳之情，空间的距离，不能阻隔我们

对赵老师的深深眷恋。”深受赵老师影响

的一高毕业生祁明涛、孙飞耀联系了十

几年来“老爹”的一群铁杆粉丝，把赵老

师近几年积累的一些作品整理出来，出

版了《折射的青春》上下两本。

“这上面有赵老师当年写给我的一

封信，在我最迷惘、最无助的时候，是他

的谆谆教导让我重新树立了目标。”已经

在河南恩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总

经理的高辽源拿着有赵老师签名的新书

激动不已。“赵老师对我的教诲我将永远

记在心里：做一个大写的‘人’！”中国兵

器集团北京北方红旗智能微机电有限公

司的孙飞耀这样说。

本报讯（通讯员赵敬雷 记者李燕）

“张弓镇高堂村原村党支部书记龚某、原

村委会主任张某贪污到户增收项目扶贫

猪被查处，乔楼乡郑楼村原村党支部书记

宋某贪污被查处……”近日，宁陵县纪委

监委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组织开展以

案促改活动，3名村干部因利用手中的权

力侵害群众利益身陷囹圄，令人痛惜。

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进一

步强化案件的治本作用，宁陵县纪委监

委将预防违纪违法关口前移，充实以案

促改内容，不断扩大以案促改的影响面

和教育效果，分类做好以案促改工作。

结合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宁

陵县纪委监委选取了阳驿乡郑路徐村原

村党支部书记路某，逻岗镇郭老家村原

村委会班子成员郭某、史某、李某等多起

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在全县范围

内组织开展以案促改活动。活动通过召

开警示教育会、通报案情、宣读处分决定

和个人检查，基层组织重要岗位人员表

态发言等，开展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警醒身边人。

□通讯员赵敬雷本报记者李燕

夏邑赵保真 用爱和责任引领青春航向

夏邑县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虞城县
认真学习研讨 检视整改有力

宁陵县
第一书记当好主题教育“先锋员”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记者李燕）张

江周是柘城县张桥镇张集村村民，在外奔

波了20多年。2016年，在事业蒸蒸日上

的时候，他毅然决定返乡创业，利用村里

的扶贫车间成立了一家制鞋公司。

张江周说，回来重新创业，主要就两

个原因，一方面是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子

女留在身边照顾；另一方面是家乡创业

环境好了，家乡的政策好，办事效率高，

有建设好的扶贫车间，创业非常方便。

张江周把生产线搬到了村里的扶贫

车间，利用在温州积累的人脉资源和销

售渠道，生意很快就做了起来。如今，张

江周的生意红红火火，聘用了100多名

工人，绝大多数是张集村村民。曾是贫

困户的村民周冬莲说，自从进入张江周

的厂子，有了稳定收入，她家实现了脱

贫，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柘城县
规划建设辣椒特色小镇

宁陵 关口前移预防扶贫领域“微腐败”

柘城张江周 返乡创业富乡邻

11月5日，睢阳区娄店乡孙里堂村的果农正在采摘苹果。该区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入

股等方式，盘活土地资源，带领农民增收致富。通讯员 侯博 岳迎迎 本报记者 李燕 摄

11月5日，在商丘市曲艺博物馆内，参观

者正在体验豫东琴书伴奏乐器——扬琴。该博

物馆位于睢阳区闫集镇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旁，展览的藏品主要是曲艺实物道具、乐器、书

籍、书画等，填补了省内无市级专业曲艺博物馆

的空白。通讯员 侯博 丁祎 本报记者 李燕摄

11 月 4日，

睢阳区西部新城

安置区实现首栋

楼封顶。该安

置区项目建设安

置房 1.4 万套，

建成后将改善商

丘近4万人的居

住条件。通讯

员 侯 博 杨 风
本报记者李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