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温县北冷乡杜庄村食

用菌扶贫种植基地，农民在收获平菇。

今年以来，该乡利用34.4万元财政扶贫

资金兴建食用菌种植大棚，为69户贫

困户每户购买优质菌种1000袋，所得

收入可以每年为每户贫困户增收1500

元。目前，该食用菌扶贫种植基地种植

的香菇与平菇相继开始采摘，供不应

求。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杨帆摄

温县
扶贫基地
食用菌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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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在鲁山县脱贫攻坚战场上，就有这

么一对亲兄弟在共同战斗，哥哥李昌庭

是瓦屋镇汤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弟弟李

耀东是四棵树乡合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这样的事还真不多见。”11月11日，鲁山

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海军说。

李昌庭、李耀东兄弟俩都在县局机

关工作，2015年10月，李昌庭服从组织

安排，义无反顾地下乡到瓦屋镇汤河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他每次回到家中，都会

向弟弟李耀东讲述他的“扶贫故事”，这也

让李耀东了解了扶贫工作的光荣和伟大。

2017年11月，李耀东所在的县发改

委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李耀东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但他心中还有点放心不下身体不

好、需要人时常陪在身边的老父亲。此时，

李昌庭告诉他“不要有思想压力，家里有你

嫂子呢”。作为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父亲

也开了腔：“我干了一辈子工作，没有拉过

组织一次后腿。不要因为我有啥思想顾

虑。你把驻村工作干好，就是对我最大的

孝。”就这样，带着哥哥和父亲的嘱托，李耀

东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脱贫战场。

李耀东所在的四棵树乡合庄村一直

以来产业薄弱、村集体经济更是白纸一

张。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了李

耀东入村后经常思考的问题。得知弟弟

的难题后，哥哥李昌庭施以援手，把自己

所驻村发展成熟的村级光伏电站项目介

绍给了弟弟，并主动到弟弟所在的合庄

村帮忙选址，一起去有关部门协调。

2018年初，合庄村村级光伏电站建成投

用，当年就为村集体增加收入近12万

元。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李昌庭、李耀

东兄弟俩打破了脱贫战场的地域限制，

用兄弟间的默契合力为村里的脱贫攻坚

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年华。

哥哥李昌庭驻村以来，共争取各类

资金300余万元，实施了村部、道路、教

学楼、漫水桥、卫生室、农网改造和光伏

扶贫发电项目。在进村主干道栽植绿化

树一万余棵，打百米深水井两口，帮80

余名贫困户接受雨露计划技能培训、引

导外出务工、实施到户增收种养项目、申

请小额贷款等，使汤河村面貌一新。

2017年底，合庄村群众李世良试种

了0.4亩赤松茸，当年卖了1万多元。李

耀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村“两委”一起

进行了认真论证，决定把赤松茸种植作

为该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如

今，该村赤松茸的种植面积已达30多

亩，总产值达50多万元。今年8月，李

耀东和村“两委”又争取来项目资金，为

村里建成了一座350立方米的冷库和一

套烘干设备，并注册了合庄赤松茸商标，

准备将合庄村打造成鲁山最大的赤松茸

种植基地，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鲁山县汤河村第一书记李昌庭、合庄村第一书记李耀东

扶贫一线兄弟携手同行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1月18日，在叶县盐都街道程寨村

村室，第一书记孟惠凯正在电脑上录入

资料。他的右腿缠着钢架固定器，为坐

得舒服点儿，他将腿翘在一旁的凳子上，

身后的墙上靠着他的拐杖。

问起他的腿伤，孟惠凯笑言：“这算

是扶贫路上的‘小插曲’。”原来，今年中

秋节，刚到家的孟惠凯接到程寨村党支

部书记程纪长的电话，说急需召开村干

部会议，商议一些问题。慌忙中，孟惠凯

一个踉跄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导致右腿

前交叉韧带断裂、内侧半月板损伤。

住院期间，正赶上脱贫攻坚督导检

查，孟惠凯每天都要和村干部通很长时

间的电话。手术后，他没有遵从医嘱“静

养100天”，便坚持拄着双拐走上扶贫岗

位。由于膝盖上下都装着支架，无法下

蹲，村干部和群众都劝他回去休息，他却

说：“在家里待得着急，来村里心里才觉

得踏实。”

孟惠凯是该县辛店镇汴沟社区人，

先后任田庄乡大学生村干部、盐都街道

水利站站长。工作中，他一直兢兢业业，

把老百姓当亲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018年5月，孟惠凯被派驻到程寨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从此他便一心扑到了扶

贫工作中。

刚上任的孟惠凯，恰巧赶上昆北新

城建设征地。程寨村多处土地、房屋、猪

场在昆北新城的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

搬迁、赔偿成了一大难题。该村有5户

村民的猪舍在规划范围内，为不影响工

程开工进度，孟惠凯每天到各家养猪场

做搬迁户的思想工作，有时还会当起临

时“猪倌儿”，帮村民喂猪赶猪。

经过孟惠凯和村干部的不懈努力，

遗留十几年的猪场搬迁难题终于得到解

决。拿到赔偿款的村民也成功搬迁。

“孟惠凯是个万能人，不管什么活

儿、什么任务、该不该他干，只要喊一声，

他就给办得利利索索。”程纪长夸赞道。

从2018年开始，在孟惠凯的带领

下，每月的15日、30日成为程寨村党员

干部志愿服务日，全村凡是可以到场的

党员群众及村干部都要参加村里的义务

劳动。大家干劲儿高涨，积极投工投

劳。去年，程寨村的志愿服务队荣获了

“2018年最美志愿服务队”称号。

2018年，程寨村自筹资金60多万

元，修了村里3300米主干道，并对全村

下水管道、路两侧绿化带进行美化升级

改造。在那段日子里，孟惠凯基本吃住

都在村里，他经常和工人们一起扛锹干

活儿，村民都笑他是“包工头书记”。

今年，村里开始二次修缮村内东西

主干道。行动不便的孟惠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他拄着双拐到施工场地查看

进度，能帮的忙尽力帮忙。看到此情此

景，不少群众感动不已。

“经过程寨村全体干群的努力，我们

会越来越好，村民的生活也会越过越富

有。”孟惠凯期待着程寨村美好的未来。

叶县程寨村第一书记孟惠凯

拄着拐杖去扶贫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迎霞

鄢陵县陶城镇南张庄村村民马景

连是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脱贫

攻坚中，她不等不靠，不怕吃苦受累，种

了5亩辣椒、3亩玉米，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在2018年底正式脱贫。

马景连今年50岁，有两个儿子，丈

夫柴合昌勤劳能干，是个种田能手。同

时，她还利用农闲养鸭，家庭纯收入每

年都在10万元以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

2016年2月6日，柴合昌在与几位

村民打扑克牌时，突发脑出血。随后，

他在许昌市、鄢陵县两级医院住院治疗

6个多月，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

下了6万多元的债务。

虽然大儿子已成家立业，但二儿子

却是刚初中毕业，再加上柴合昌的康复

治疗费用，本来幸福的家庭一下子成了

贫困户。

“当时，我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如

何过下去，以前家里的大小事我从来不

管，合昌一偏瘫，就像天塌了下来。”马

景连说，丈夫虽说恢复得不错，可后续

治疗仍需要费用，昔日顶梁柱如今坐轮

椅，马景连只好在家照料柴合昌的饮食

起居，仅靠几亩责任田维持生计。

由于柴合昌身体虚弱，整天坐在轮

椅上度日，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马景连

一人肩上。

“刚从县中医院回来时，我不知所

措，万念俱灰，脑子里产生了一死了百

愁的念头。”马景连说，“可一想起与自

己相亲相爱30年的丈夫和未成家立业

的二儿子，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马景

连思前想后，下决心跟困难作斗争，靠

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改变家庭的困境。

为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摆脱困境，

渡过难关，南张庄村党支部根据马景连

家的实际情况，先后为她家办理了低

保、公益岗位和残疾补贴。

“今年5月，我栽种了5亩辣椒、3

亩玉米，投资600多元，将5亩辣椒铺

上滴灌带，由于今年天气一直干旱无

雨，5天浇一次水，至今已浇了12遍，否

则，辣椒也不会长得这么好。”与马景连

交谈中，记者看到她脸上写满了喜悦和

自豪。

“农忙时，我都是一大早起床，做完

家务，把丈夫安顿好后，上地管理辣椒，

俺家种的辣椒、玉米收成也不错，按现

在的市场行情，今年将会有一笔不小的

收入。”马景连算了一笔账，“今年，种地

投资3000多元，除去成本，纯收入可达

2.3万元。”

如今，马景连的大儿子在郑州一家

饭店当厨师，每月4000元，儿媳在村里

电子厂务工，每月2000多元，二儿子在

浙江开挖掘机，每年能挣4万多元，加上

每年金融分红2500元。另外，政府还

为她代缴了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

医疗，这一系列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

激发了马景连的致富动力，而且还增强

了马景连勤劳致富的信心，去年底，马

景连家光荣地脱了贫。

“党和政府的‘志智双扶’政策真

好，同时，还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奋斗，世

上没有过不去的坎。”马景连说。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不误孩子和农田，村里务工能挣

钱，不离乡土不离家，幸福生活比蜜

甜。”对许多农村贫困妇女来说这可能

只是一种美丽的愿望，但对濮阳县梁庄

镇袁楼村的一些妇女而言却是真实的

生活写照。

近日，记者来到梁庄镇袁楼村一扶

贫就业点时，已年近六十的员工王九梅

正准备离开去接孙子放学，见记者到来，

她兴奋地说：“你看村里办个厂就是好，

俺也有活儿干有钱挣了，还不耽误接送

孩子，计件发工资，家里有事就忙家里

的，没事就来这里干活儿，干得多，挣得

多，守着家也方便。俺接送完5个孙子

上学才来上班，一个月至少还能挣1000

多元。”

为增收致富，许多男劳动力可以常

年在外打工，一些妇女却不能，因为她们

还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但她们同样

有发家致富的愿望，为满足村里一些出

不去的留守妇女和老人的增收愿望，帮

助贫困户脱贫增收，袁楼村党支部书记

袁进才积极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

企业联系，通过招商引资，成功引进濮

阳世龙服饰有限公司入驻该村。该企

业于2018年4月投产，主要从事服装、

玩具等加工销售，安排长期员工40余

名。因活儿轻、不受时间限制，还吸引

村里一些妇女和老人不定时地利用空

闲时间前来干活儿，还有一些人将手工

活儿带到家中去干，在不耽误照顾老

人、孩子和种田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赚

取“外快”。

“俺都80岁了，还能在这儿干些零

活儿，一个月也能挣几百元，花着方便多

了。”正在为玩具布袋穿绳的五保老人刘

慧梅喜滋滋地说。

“我们引进这个扶贫就业工厂，大

部分都是手工活儿，不管年轻人还是老

年人，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能干，还不受

时间限制，随时来了都能干，计件发工

资，多劳多得，既能照顾家，又能挣钱

花。下一步，我们准备再建个车间，让

村里更多的人有活儿干、有钱赚。”袁进

才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金少
庚 董希峰 卜云亭）“大家看上面的标

号——NO:001，这是唐河县城郊乡

王庄村在全县开办的第一个‘同心超

市’，里面有很多日常用品及家电，贫

困户持领取的积分卡在‘同心超市’

开放日兑换相应物品。同时，在每个

‘同心超市’门外的醒目位置设置‘红

黑榜’，每月相应对显著进步的和落

后的贫困户进行公示。有了‘同心超

市’，激发了贫困户的干劲、热情、公益

责任心……”初冬时节，唐河县城郊乡

王庄村脱贫责任组长涂松森正在向前

来参观学习的外地观摩团做先进经

验介绍。目前，该乡已在王庄、刘洼

等 8 个脱贫重点村建立了“同心超

市”，带动全乡“智志双扶”工作向纵深

推进。

创先争优树标杆。率先在全县设

立了“同心超市”，利用社会帮扶资金，

购置品种多样的日常家用商品，建立完

善“积分兑换”制度，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贫困群众积极参加村内卫生打扫等

公益性活动，经常性开展“积分兑换”评

比活动，对优胜者再适当予以“积分”奖

励，用务工积分换取对应商品的形式激

发调动贫困群众的脱贫积极性。

移风易俗树新风。在各村群众中

开展“星级劳动文明户”“好公婆”“好媳

妇”“七改四有一树”明星户及卫生“清

零”行动红黑榜等评选活动，鼓舞、增强

了贫困群众的脱贫信心和决心，极大地

调动了自主脱贫的积极性。

脱贫攻坚树典型。培育了全国“脱

贫明星”王万才，他的典型事迹先后被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先后

被评为省脱贫攻坚奋进奖、省劳动模范

和全国扶贫案例“最美人物”。

产业带动树标兵。依托“红薯强”李

书强和“红薯哥”潘国营两家红薯种植专

业合作社，发展红薯种植基地5000余

亩，带动本村和周边200余户贫困群众

稳步增收。通过产业龙头和产业示范户

的示范带动，该乡建成产业扶贫基地7

个，带动贫困户136户，建成新型经济主

体36个，对576户贫困户实行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李永建
叶中琳）“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600多

亩荠荠菜，产品主要供给思念、三全食品

有限公司。”近日，在杞县板木乡北张庄

村，河南省侬宜乐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杨勇带着记者来到田边，看着自己种植的

600多亩肥硕翠绿的荠荠菜，心里充满了

丰收的喜悦，“不算种植的40多亩水果玉

米和80多亩上海青，光荠荠菜这一项就

有100多万元的收入。”

“像河南省侬宜乐专业种植合作社一

样的合作社和企业受到了该乡党委、乡政

府的大力支持。”板木乡乡长李森告诉记者，

同时该乡也蹚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特色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路子。

“侬宜乐专业种植合作社在流转土

地、金融扶持和解决用工方面得到了板木

乡政府的大力支持。”杨勇说，目前合作社

按照“龙头企业+种植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积极助力脱贫攻坚工作，贫困户

固定用工22名，每年务工收入1万~1.5

万元。蔬菜收获季节贫困户临时用工达

200余人，每天收入90元，实现了种植—

加工—储存—销售一体化经营。

北张庄村刘传超是该合作社带动的

贫困户之一。“我今年种了10亩荠荠菜，

每亩产量3800斤，合作社按1.2元收购，

这个价略高于市场价。”刘传超对自己种

植荠荠菜带来的收入很满意，“光种植荠

荠菜这一项，净收入4万多元。”

该合作社只是板木乡脱贫带贫产业中

的一个典型。近年来，该乡党委、乡政府根据

农、养、工等区域分布特点，着力打造四个产

业功能区域，贫困户通过畜牧散养、收益分

配、参与就业、优质种植等形式，扩大产业覆

盖率，增加收入，为实现脱贫提供有力支撑。

该乡党委书记党伟说：“产业是脱贫

之基、致富之源，没有产业带动，很难实现

脱贫；缺乏产业支撑，脱贫难以持续，而实

施产业扶贫更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扬长避短、综合施策。”

目前，该乡为3个扶贫企业提供土地

60余亩，金融政策支持资金320万元，签

订务工岗位180个。

继续在致富路上奔跑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第一书记

杞县板木乡 特色产业引领脱贫振兴

鄢陵县脱贫户马景连

用勤劳的手 圆脱贫的梦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裴保昌王彦峰

濮阳县梁庄镇袁楼村

不离乡土不离家 轻轻松松挣钱花

唐河县城郊乡王庄村

劳动换积分 积分购商品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廖涛）

“我常年在光伏产业园务工，主要负责协

助安装光伏零件，擦洗光伏板、光伏板下

锄草，此外，我还在光伏区间中药材连翘

种植基地干活儿，每月工资2000~3000

元。”11月15日，南召县太山庙乡横山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杨金才在光伏产业园里

擦拭着光伏板高兴地说。

2018年，南召县争取到投资6.5亿元

的100兆瓦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光伏扶贫

工程落地建设后，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

业，探索“光伏产业+特色农业+精准扶

贫”模式，在高架光伏板下，大规模种植适

应性强、市场价格高，具有药用价值、观赏

价值的中药材连翘，既呵护生态环境，又

促进群众增收。在太山庙乡横山村、罗沟

村、安庄村和南河店镇范庄村流转群众荒

坡地5000亩，依托光伏工程发展林下经

济。其中，太山庙乡投资3000万元在光

伏区间种植连翘2200亩25万株，安置90

户贫困群众常年在光伏产业园务工，群众

年务工收入5000元以上。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定点扶贫的南

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初期国网河南省供

电公司邀请河南和德新能源有限公司参

与娘娘庙村发展光伏产业扶贫评估，后期

由南召县皇后乡政府、城郊乡政府及河南

和德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由河南和

德新能源有限公司承建皇后乡娘娘庙村、

城郊乡东庄村两个光伏扶贫电站，总投资

800余万元，规模1000千瓦，2016年12月

动工，分别于2017年7月、2018年4月并

网发电，目前已累计发电160万千瓦时。

南召县以充分照顾“三无户”、激发大

多数贫困户内生动力为基本原则，制订了

光伏扶贫收益分配方案，通过直补形式带

贫1100户，通过设置公益岗按劳取酬形

式带贫9000户，通过发展公益事业带动

2022户，扶持124个行政村。截至9月

底，累计发放光伏收益3021万元，惠及

124个行政村1.6万余户贫困户，户均年

收益1200元，年村集体收益2万~4万元。

据悉，南召县已建成120兆瓦集中式

光伏电站、78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和95户

户用分布式电站，共计145.19兆瓦。目前，

光伏扶贫收益采取差异化分配的方式覆盖

贫困群众，群众连续受益20年。光伏发电

已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南召县 光伏扶贫照亮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