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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

发展蔬菜种植 帮助村民增收

遂平县

招工培训助力脱贫攻坚

新野县王集镇

公益岗帮贫困户增收脱贫

宝丰县

“万商扶万家”脱贫添砖瓦

鲁山县田永旭 养蜜蜂过上甜生活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铭威王向灵

泌阳县刘擎 拖拉机开出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志）

12月9日一大早，大地还笼罩在冬日的

寒冷之中，但在泌阳县泰山庙镇常庄村

村外的空地里，刘擎已经驾驶着自己的

拖拉机在给村民犁地挣钱。他不等不

靠，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摘掉了穷帽子，

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好榜样。

今年48岁的刘擎患有先天性癫痫

病，一发病就什么活儿都干不成了。

2016年，刘擎经群众评议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鉴定了慢

性病，从此吃药看病再也不用发愁。

随着病情的好转，刘擎想着不能光

靠国家养着，得学一门技术，后来在驻村

第一书记李先树的介绍下，刘擎到县就

业服务中心参加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学会了施肥、打药等很多农用技术。农

忙时节，刘擎被村民雇来犁地、打药、拔

草。刘擎平时为人厚道，按平时的行情

每犁一亩地基本上就是100元，他总是

撇20元的人情，为此受到了乡亲们的称

赞，再加上他干活儿实在，村民们都喜欢

雇他干活儿。

除了替大家犁地挣钱外，同时，他还

利用空闲时间到附近村里打零工，以此

补贴家用。

2017年，刘擎享受了住房保障项

目，现在已住上了新房。2018年，刘擎

光荣脱贫，并被群众选为常庄村贫困户

户长。当上户长之后，他的积极性更高

了，主动要求配合村“两委”宣传扶贫政

策，助力脱贫攻坚。有空时，他还帮助村

里打扫卫生，当起了村里的义工。前段

时间，他还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虽然一天从早到晚干活儿很累，但

是只要干起活儿来，就顾不得这些。坚

持劳动，不但身体好，更重要的是收入也

会增加，人只有勤快，才能有钱花！别人

也才能看得起你，俺可不想光当贫困

户！咱可不能光靠国家和政府补贴过日

子！俺还想着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用

俺的脱贫经历教育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刘擎自豪地说道。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现在蜜蜂都躲进里面越冬了，明年

春上才出来采蜜。一冬天除了喂它们白

糖外，还要给它们留下些蜂蜜吃。”12月

19日，在鲁山县磙子营乡孙沟村贫困户

田永旭家，拄着一根拐杖的他站在蜂箱

前介绍起“养蜂经”来。

今年47岁的田永旭以前在南方打

工，2010年，他总感觉腿疼无力，到医院

一检查，原来是患上了强直性脊椎炎和

股骨头坏死。田永旭回到老家后，也曾

多方治疗，但效果不明显，从此只能靠一

根拐杖走路。随后因夫妻感情不和，妻

子离他而去，留下田永旭和一个男孩相

依为命。

2014年，田永旭一家被评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后，当地党委、政府给了他家无

微不至的关怀：给他办理了残疾人双向

补贴、低保；孩子上学也有了相应的补

助；近两年，又给他家进行了危房改造，

建起了三小间砖混平房；垒砌了大理石

灶台，接通了自来水，添置了锅碗瓢盆、

液化气灶等生活必需品。

田永旭的父亲是个养蜂高手，田永

旭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养蜂技术。

2014年，老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26

箱蜜蜂，坚强的田永旭接过父亲留下的

“家业”后，决心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养蜂

摆脱贫困面貌。几年来，他辛勤喂养，不

断扩大蜂群规模，如今已发展到了65箱

蜜蜂，每年纯收入不下7000元，磙子营

乡政府也按照有关规定给他了相应的到

户增收资金补助和产业奖励补助。

虽然自己走路不方便，但每当春暖

花开时节，田永旭就让亲朋好友帮忙，把

蜂箱拉到山坡上，自己在那里一待就是3

个多月，陪着蜜蜂采集荆花、槐花、油菜

花等花蜜。

“虽然国家方方面面都照顾我们贫

困户，但啥事也不能光靠政府，还要自食

其力，这样才能过上好日子。”田永旭说，

他家今年已光荣脱贫，孩子如今在读大

学，明年就该毕业挣钱了，自己的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杨绪伟罗玉兰）“这满院的油

茶籽都已经有了买家，等卖掉了我就能

去挖葛根了。”12月17日，记者在商城县

长竹园乡马堰村采访时，昔日贫困户王

良奎一边忙着搬运晾晒好的油茶籽，一

边介绍着自己的“日程安排”，言语中满

是丰收的喜悦。

很难想象，眼前乐观朴实的王良奎

曾经是一筹莫展的贫困户。2014年，王

良奎的妻子患肺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两个孩子在校上学，为照顾妻子，王良奎

只能放弃外出务工，靠务农的微薄收入

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当年就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随着各项扶贫措

施的落实，王良奎家的生活才算有了基

本保障。

“虽然孩子有学上，吃穿不愁了，但

过着‘等靠要’的生活，俺心里总不是个

滋味儿。”在县乡扶贫扶志政策的激励

下，王良奎决定干起来。

山里有几十亩油茶树，可由于以前

疏于管理，产量不高，质量也一般。在乡

村的帮助下，王良奎开始精心管护油茶

园，他经常泡在山上翻土整枝修剪，及时

更新老病油茶树，还不断开拓荒地，油茶

种植面积扩大到70多亩。油茶产量高

了，质量好了，加之这些年行情看涨，油

茶果产量由原来的两万多斤增长到去年

的5万多斤，仅此一项年收入8万多元。

“咱这大山上宝贝多着呢，只要手脚勤

快，肯流汗，一定穷不了。”尝到甜头的王良

奎，更加笃定用双手脱贫致富的想法。

油茶果收完了，他就去挖葛根。野生

葛根长在大山的各个角落，王良奎不怕

苦，起早贪黑，翻山越岭，一季下来能挖

2000多斤，再加工磨成葛根粉，优质葛根

粉每斤能卖到50元，一年增收3万多元。

房前屋后都是山，王良奎就养了30

多箱蜜蜂，每年100多斤的土蜂蜜，早早

就被乡邻预订，又是不少收入。

如今，王良奎不仅脱贫了，还成了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

“他家打油茶籽需要人手，一天150

元，我今年只来干了几天，就挣了1000多

元。”贫困户王良友笑呵呵地告诉记者，“采

油茶籽最忙的时候，每天用工10多人。”

“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看看过去，

想想未来，王良奎满怀信心地笑着说，“现

在老伴儿的病好了，两个儿子一个上大

学、一个读高中，咱只要加油干，这幸福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刘连会）“虽然国家扶贫政策这么好，

对贫困户格外照顾，但咱不能光靠政府

补助和各方帮扶，只要人不懒，肯动脑

筋，努力去干，都会过上好日子。”12月

17日，濮阳县梁庄镇袁楼村脱贫户辛建

军说。

44岁的辛建军，因身患急性骨髓炎

住院治疗，尽管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却

仍未能完全治愈，下肢留下了残疾，自己

虽勉强能顾住自己，却从此以后不能再

干重活儿，致使靠在土地刨食的一家人

生活陷入困境。2013年，经过精准识

别，辛建军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撑起这个家，给三个孩子创造一个好的

成长条件，辛建军不等不靠，勇于创业，

因自己有一定的种植经验，2014年，他

与朋友合作，合伙在清丰县承包土地

400亩，发展优质花生、西瓜、大豆、大葱

种植，凭着自己多年的种植经验，再加上

精心管理，当年他和朋友就赚了好几万

元。

然而，好景不长，只种了一年，承包

地就被当地村民收回去了。土地被收走

后，头脑精明又不甘心过穷日子的辛建

军又用承包地挣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干

起了二手农用车交易，一年几十辆的交

易量，让他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在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助下，辛建

军还在村里承包土地发展花生、西瓜和

玉米、西瓜套种，从最初的100亩发展到

现在的300亩，后来，又到周边的文留镇

承包土地300亩，从事小麦种子培育。

靠承包土地和从事二手农用车交易，辛

建军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2016

年顺利实现了脱贫。

辛建军脱贫了，但他并不满足于现

状，他还想把日子过得更红火，还想带动

众乡邻一起增收。谈到下一步的发展，

辛建军满怀信心地说：“看到村里这么多

找不到事儿干的人，我打算建个农机修

理厂，从事农用机械的维修翻新，带动一

些贫困人员就业增收。明年春天，我还

计划再承包村里几百亩地，种植出油率

高、产量高的花生新品种，吸纳更多在家

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户来干活儿，增加

他们的收入，让他们也早日过上幸福的

日子。”

12月19日，在民权县老颜集乡张辛庄村，民权县住建局驻该村帮扶队员江永涛（右
一）在蔬菜大棚内了解小青菜的生产与销售情况。张辛庄村与山东省交界，以传统农业

种植为主。驻村帮扶队入驻该村后，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蔬菜种植，请来农技人员进行指

导，并帮助农民销售。目前，该村的蔬菜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亩，一年四季种植上海青，

亩均纯收入达1.3万余元。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增峰摄

“多亏了岳书记，治好了我儿子的病，

帮我盖了新房子。驻村工作队好，共产党

亲……”12月10日，沈丘县石槽集乡涂楼

行政村70岁的姜桂英告诉记者。

姜桂英口中的岳书记是驻石槽集乡

涂楼行政村工作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岳

振雷。岳振雷今年49岁，是周口市高级

技工学校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原来，姜桂英的儿子涂伟峰患有严重

的精神病，一旦发病，就抄起家伙四处打

人，闹得大半个村庄不得安宁。

姜桂英的老伴儿病逝，儿媳一级聋哑，

又摊上这样的儿子，泪水只能往肚里咽。

2017年9月，来到涂楼行政村驻村

的岳振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来到

姜桂英家，其儿子涂伟峰的棍子虽然没

有打在他的身上，却重重地打疼了他的

心。

“涂伟峰是家里的顶梁柱，倘若他倒

下了，这个家就彻底完了。”眼前的这一

幕，让岳振雷的心都碎了。

“姜桂英家因病致贫，治贫先治病，只

有彻底治好涂伟峰的病，家庭才有希望。

脱贫路上不漏一人，这需要我们工作队帮

一把！”当天下午，岳振雷便召开驻村工作

队、村干部会议，围绕姜桂英家的情况制

订了救治方案。

很快，涂伟峰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同

时，岳振雷将姜桂英家的情况如实向单位

领导作了汇报。在征得单位的支持下，投

资5.3万元，圆了姜桂英家的新房梦。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涂伟峰的病情有

了明显好转。出院后，涂伟峰跟着其姐夫

外出务工，月收入4000多元。涂伟峰的

妻子杨秋香被安排到扶贫车间上班，月收

入2000元。

“岳书记，俺家伟峰昨天打电话向你

问好了，他说要好好干，报答你对俺家的

恩情。”现在的姜桂英，每每在村里见到岳

振雷，总是拉着手，让到家里坐坐，聊天拉

家常，总有说不完的话……

涂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刘昌伟介绍

说，为便于服务群众 ，岳振雷给乡亲们发

放了便民联系卡，让村民有事随时找他。

平时只要一个电话，他总是在10分钟内

赶到，因此成了乡亲们的“120”和“114”。

有人提醒岳振雷，有了便民联系卡，

以后你就少不了麻烦。而他却郑重地

说：“怕麻烦就不来驻村了，为群众天天

办些事，让大家伙儿过上好日子是我的

初心。”

“岳书记，帮帮俺家坤鹏吧。”电话是

72岁的村民王爱荣打来的，正在吃早饭

的岳振雷，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直奔王

爱荣家。经了解方知其17岁的孙子王坤

鹏，下学后，因左手四级残疾、自身无技术

特长，外出打工四处碰壁。

怎么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岳振雷随即安排王坤鹏免费到自己单位

周口市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数控操作技

术。学业有成的王坤鹏很快成了福州市

一家电子厂的骨干技术员，月工资5000

多元。现在，王坤鹏每每与家人通电话，

总少不了提及岳书记。

“你看这光伏板就像存折一样，每天

把阳光存起来，连上电网就能换成钱。今

年我已领分红2300元，俺家庭条件好了，

好日子有盼头了……”80岁的村民涂德

良说到光伏发电项目带来的红利，满脸幸

福。据村会计王君荣介绍，像涂德良这样

享受到光伏发电项目分红的农户达11

户。另有23名农妇被安排到扶贫车间上

班。全村贫困人口已从22户70人减少

到1户2人，不仅顺利退出了省级贫困村

行列，还荣获县级“文明村”称号。

如今的涂楼行政村，村室、校园修缮

一新，文化广场、健身器材建起来了，水泥

路通到了家门口。人居环境整治、户厕改

造等各项工作走在了全乡的前头。

“下一步，我们计划利用整合资金

100万元，建成一座占地15亩的槐山羊养

殖基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奔

小康，走乡村振兴之路，相信涂楼的明天

一定更加美好。”说话间，岳振雷深情地凝

望着熟悉的涂楼行政村，胸膛挺起，两只

拳头攥得紧紧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史欣欣）

虽已入冬，但在遂平县褚堂街道于楼居

委会300多平方米的“扶贫车间”里却是

一片热火朝天招工培训的忙碌景象。

缝纫机、熨烫机整齐摆放，机器发出

“嗡嗡”的整齐声响，新招的工人正在认

真地学习缝纫技术。

“家门口有了扶贫车间，我们就不用

再外出打工，既增加了收入，还能照顾好

家中的孩子，多好呀。”30多岁的贫困户

杨醒醒满意地说道。杨醒醒的丈夫属于

重度肢体残疾，她到扶贫车间上班前，每

天就是送孩子、做家务、照顾丈夫。看到

村里扶贫车间正在招人，她就报了名，现

在她每天吃过早饭将孩子送到幼儿园

后，就来这儿做缝纫工，工作紧张而充

实，心灵手巧的她学习了一天就能上手

缝纫简单的衣物了。

扶贫车间落户，给于楼居委会附近

的贫困户带来了增收的希望。于楼居委

会第一书记苏秋唯说：“于楼扶贫车间引

进的伊诚服装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

事的都是手工缝纫等劳动强度小的工

作，十分适合留守妇女，公司按件计资，

制定了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工人有时

间接送小孩、照顾老人，实现了挣钱顾家

两不误。为招募工人解决企业用工问

题，居委会召开了招工宣传会，企业专门

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为工人开展岗前技

术培训，增强贫困户的劳动技能，打消了

贫困户的思想顾虑。”

为激励留守妇女和贫困户家门口就

业致富，伊诚服装为员工提供前3个月

800元保底工资，于楼居委会对前来参

加缝纫技能培训的人员给予爱心超市积

分奖励，褚堂街道还针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扶贫车间就业制定了激励措施，凡

在扶贫车间工作满3个月的贫困户，工

作前3个月，每人每月奖励300元就业

奖励金。

扶贫车间既能帮助留守妇女、贫困

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收入，也能

帮企业解决用工难的问题，以前村里一

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通过到扶

贫车间就业，增强了他们靠自己双手创

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他们

靠辛勤劳动脱贫的内在动力，全力推进

了就业扶贫。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在葫芦基地打工，离家近、活儿不

重、工资也不低，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

舒坦。”12月16日，宝丰县闹店镇西杨

庄村身有残疾的贫困群众占会辛数着

上个月的1200元工资高兴地说。

占会辛所说的葫芦种植基地是当

地人崔鹏凯自主创业建立的鑫垚葫芦

种植加工企业，他积极参与宝丰县组织

的“万商扶万家”活动，与附近56户贫困

户签订了葫芦种植协议，还为5名贫困

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每月1200元工

资，占会辛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宝丰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人介绍，

“万商扶万家”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发挥

市场监管局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搭建个

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贫困户的帮扶平

台，畅通帮扶渠道，动员引导个体工商

户、私营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职责，奉献

爱心、凝聚合力，带动贫困群众脱贫。

像鑫垚一样积极参与“万商扶万

家”活动的私营企业还有该县仝仁农业

观光园有限公司。目前，通过该县市场

监管局的对接，企业已安排12户贫困家

庭的20多人在湛河源莲花湿地务工，从

采摘莲蓬到采挖莲藕，每天可收入上百

元。

“我们发挥个体私营经济数量众

多、门类齐全、覆盖面广的优势，切实增

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带动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该县市场监管局主抓

“万商扶万家”的负责人介绍，今年，全

县34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向贫困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88个，技能技术

培训216人次，两家民营医院为21名贫

困群众免费实施了白内障手术、为贫困

村群众义诊1500多人次，帮助销售农

产品18万元。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任雷
坤）陈振东是新野县王集镇西张庄村村

民，五保贫困户。脱贫攻坚以来，通过

镇村帮扶，他养殖绵羊，2019年净收入

达8000元以上。今年，他被选聘为村

保洁员，承包路段定期进行垃圾清扫，

今年可增加工资性收入1000元。依靠

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生活也有了很大

改善，陈振东在脱贫的道路上越走越踏

实。

近年来，王集镇坚持将脱贫攻坚政

治重任一肩挑，积极探索贫困户脱贫增

收。针对一些贫困户存在体质差、无技

能、缺收入等实际情况，把贫困户“按需

设岗、因人设岗”纳入脱贫攻坚工作目

标。结合实际，在全镇范围内开发保洁

员、护路员、巡逻员、宣传员等贫困劳动

力公益性岗位，招聘符合条件的贫困劳

动力就业，在完成协议约定的劳动任务

后，每人每年发放1000元工资。

为加快推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王集镇结合本村贫困人口实际，

开发了贫困劳动力公益岗位，促进贫困

人口实现工资性收入，推动农村贫困人

口稳步脱贫。

像陈振东一样，在西张庄村还有19

个贫困劳动力被选聘为公益岗位人员，

踏上了脱贫致富的加速车道。沈丘县涂楼村第一书记岳振雷

乡亲们的“120”和“114”

商城县王良奎 种油茶浇开幸福花

濮阳县辛建军 勤劳创业摘掉穷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