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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柳河镇桃园关村北靠黄河故

堤，明朝时在此设立巡检司，是过往黄河

的重要关隘，因当时村民多种桃树，故名

桃园关村。

数十年来，桃园关村都是以种植小麦、

玉米、花生为主，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仅是

典型农业种植村，还是国家级贫困村。全村

总人口756户2762人，耕地面积3700亩。

2015年，全村有贫困户94户228人。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各级政府

的扶持下，该村制定了产业扶贫发展思

路。2016年，该村发展种植映霜红冬桃

3000亩，家家户户种植冬桃，该镇政府不

仅免费提供桃树苗，还聘请了果树专家进

行技术指导。今年，桃树陆续挂果，每亩

纯收入8000余元。2017年，引进新建

300千瓦的光伏发电站一座，年收入23万

元，给4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分

红1200元；当年，还引进河南中乾实业有

限公司成立扶贫车间，生产箱包、布鞋、餐

具套，共安置贫困户126人，其中本村61

人。与此同时，该村还引进河南牧原牧业

有限公司建起占地500亩、年出栏20万

头的生猪养殖场，除了每亩每年支付

1200元租金外，贫困户还以国家给贫困

户的小额贷款入股，参与分红。

如今的桃园关村不仅新建了党群服

务中心、村文化室、卫生室、文化广场，还

硬化了村中道路12公里，户户通上了自

来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及全体村民的

共同努力下，桃园关村已于今年5月整村

脱贫，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余元。

桃园关村党支部书记郑天华欣喜地

说：“2020年，这3000亩冬桃将进入盛果

期，每亩纯收入不会低于两万元。我们还要

依托黄河故道的地理优势，大力兴办桃花

节、采摘节、农家乐，努力把桃园关村发展成

远近闻名的旅游村、黄河故道的幸福村！”

宁陵县桃园关村黄河故道新农村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整洁亮丽的桃园关村村口

村中保留的废弃民居

清洁工确保街道清洁

脱贫户刘德红在给桃树剪枝 扶贫车间女工在生产餐具套 桃园关服装加工厂的女工在家中生产儿童服装

“豆书记热心得很，把群众的大小事

当成自己家的事，我们有了什么难事，第

一时间就会找他。”1月2日，柘城县老王

集乡索庄村村民刘凤芝说，“现在大家都

叫豆书记为‘克难书记’。”

刘凤芝口中的豆书记，是索庄村第一

书记豆乃明。2017年初，柘城县农机服

务中心主任科员豆乃明毛遂自荐任索庄

村第一书记。两年多来，他以心换心，真

心实意帮扶贫困群众排忧解难，用实际行

动赢得了村民的一致认可。

贫困户王连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家

中垃圾遍地、老鼠洞数不清，是附近出名的

“窟窿户”。豆乃明一入村就对他家重点关

注，多次入户和他促膝谈心，开展开导教育，

使他的思想得到明显转变。豆乃明还帮他

家改厕、改厨、改水、改院、改电、室内地面硬

化、墙壁刷白，新增了席梦思床、沙发、衣柜、

电视机等，生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王连善

也痛改恶习，打起了零工。2018年底，王连

善家光荣脱贫。如今，王连善逢人便夸：“俺

家能有今天，多亏了豆书记。”

该村97岁高龄的许文连老太太有两

个女儿，但都不愿意赡养老人，村干部多次

做工作也没用。豆乃明入户走访时得知情

况后，多次和许文连老人的两个女儿在一

起开家庭会议，通过批评教育，老人的二女

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赡养。为让老人安

度晚年，豆乃明又积极协调为其申报了五

保救助，使老人的生活有了切实保障。

索庄村西头南北路北头年久失修，夏

季大雨过后，积水达2~3尺深，村民意见很

大。为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豆乃明和村

“两委”班子商定变更村内项目施工规划，

增加一条通向村北洮河的下水管道。施工

清障时，村民尹某家的围墙占道，但他死活

不愿拆，修路遇到严重阻挠。为解决这一

难题，豆乃明多次到尹某家做工作，并用心

编写了顺口溜《礼让巷》，通过电话、信息、

微信等多种形式做说服工作，最终使尹某

实现了“从死不相让到主动拆墙”的转变。

2019年初，为打造村风文明、民风淳朴

的新索庄，豆乃明又组织村里制定了七条村

规民约，利用手机与索庄村民建立了心连心

群，随时随地了解村民的心声、诉求，引导群

众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深受村民欢迎。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盛德
劭）1月2日，记者在平舆县十字路乡曹

庄、秦盛两个村采访时看到，很多贫困

户劳动力、留守妇女在室内外摆个小

桌，忙着编藤、加工玩具。秦盛村正在

做藤编的脱贫户朱天亮说：“虽说乡、村

干部帮俺脱了贫，但离政府的要求和目

标还远着哩，俺要多出力多挣钱，早日

致富奔小康！”

眼下，在十字路乡，很多村民一改

往年冬闲打扑克的习惯，忙着加工产

品、侍弄大棚蔬菜。这是该乡巩固脱贫

成果防返贫带来的变化。

提升脱贫户思想素质，自觉筑牢返贫

防线想办法多创收。该乡将脱贫攻坚与

争创文明户、文明村的乡风文明建设紧密

相结合，村村制定规划和村规民约，同部

署运作同检查验收，多举措提升脱贫户的

思想境界，使脱贫户自觉向身边的先进典

型看齐，自觉禁赌、远离封建迷信活动，自

觉发挥主观能动性，选上适合自身条件的

增收项目。

提升扶贫政策入户入心，让政策化

作脱贫户奔小康的动力。该乡按照“五

不脱”方针，利用广播会、宣传车、文艺

演唱等形式，全面宣传脱贫攻坚政策，

让扶贫政策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化作阳

光雨露滋养扶贫产业发展。

提升“点菜”式技术培训，让贫困群

众技术技能多门精通。该乡充分利用对

口帮扶单位驻马店农业学校在该乡建立

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教学基地”的平台

优势，对广大贫困户、残疾人进行大棚瓜

菜、果树栽培、食用菌、养殖等种养业技

术技能培训，采取小班授课，现场问答解

疑，变“填鸭”式教学为“点菜”式培训服

务，使广大贫困户、残疾人均精通两门

以上实用技术。

提升产业帮扶质量效益，让贫困劳

动力多成为产业园区骨干。该乡在李

芳庄扶贫助残基地建立了党支部，在各

村扶贫车间建立了8个党小组，帮助园

区、扶贫车间制定规划扩大发展，常年

坚持全面帮扶贫困户员工和就业的残

疾人。一系列帮扶措施的落实和党员

周到的服务，极大地调动了贫困户、残

疾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在扶贫车间、产

业园区，涌现出一批“班长”“棚长”成为

骨干力量，年收入均高于其他员工几千

元。

平舆县十字路乡

“四个提升”巩固脱贫成果防返贫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 贾阳）2019年12月29日，在宝丰县

周庄镇中和寨村贫困群众王金红家200

多平方米的兔舍里，她正在为即将出栏

的肉兔添水加食。看到记者到来，她停

下手中的活儿高兴地说：“2019年，俺家

养兔真卖了1000多只，实现全家脱贫

了。加上其他扶贫收入，人均收入1万

多元。”（本报2019年4月16日3版报道

了《宝丰县贫困户王金红：年底再卖

1000多只肉兔不成问题》）

王金红家有6口人，婆婆、丈夫和婆

家哥哥都有病，只有她本人和儿子儿媳

是劳动力，2016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9年，由政府出资，采取“政府+

贫困户+企业”的模式，养殖专业合作社

提供技术支持及保障回收，帮助她建起

了养兔场。

王金红家当时试养150只肉兔，通

过繁殖，目前兔子数量已稳定在600余

只，每月成兔出栏量稳定在100只左右，

2019年肉兔出栏量达1000多只，按照

市场价每只30~40元，加上光伏扶贫、

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到户增收等扶贫

政策收入，王金红家人均纯收入已经超

过1万元，相较2016年的人均收入已经

翻了两番。

如今，王金红养殖的肉兔市场前

景非常好，产品供不应求。“马上春节

了，俺得把这100多只肉兔养得又肥

又壮，出笼时才能卖个好价钱。”王金

红信心满满地说，“摘掉贫困帽了，俺

全家要加油干，让肉兔带俺全家‘蹦’

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彭延斌）2019年 12月 27

日，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千工堰村举

办孝善敬老脱贫攻坚表彰。浉河区工

信局、区民政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谭

家河乡部分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乡市

区下派第一书记、受表彰的先进模范人

物以及千工堰村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了

活动。

活动中，浉河区工信局、区民政局、

区教体局、区人社局、区卫健委、区医保

局、新嘉华公司等10个爱心企业和爱心

单位，一道为千工堰村开展“送温暖、献

爱心”活动，为千工堰村部建设捐款捐

物。

该村党支部分别表彰了11名孝善

敬老之星、5名脱贫之星、4名带贫之星，

并为受表彰的单位及个人佩戴绶带和

发放纪念品。其中，孝善敬老之星代表

周祖春介绍了他的家庭状况和孝敬情

况。

近年来，谭家河乡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紧扣《浉河区脱贫攻坚孝善敬老活

动方案》，深入开展农村脱贫攻坚孝善

敬老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

人们自觉孝敬和赡养老人，在全乡形

成尊老、爱老、敬老、孝老的浓厚氛

围。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着力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

信阳市谭家河乡

表彰孝善敬老脱贫攻坚模范

在卢氏县瓦窑沟乡脱贫攻坚的一线

队伍中，有一对默默无闻、勇于奉献、互相

支持、共同鼓励的曹群力、卢青敏夫妇，携

手谱写了一曲脱贫攻坚赞歌。

曹群力是瓦窑沟乡政府的“顶梁柱”，负

责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土地整治等具体

工作，从事扶贫服务工作4年来，担子越来越

重，活儿越干越多。曹群力的妻子卢青敏是

该乡韩庄村的计生专干、妇联主任，和村“两

委”的其他4名男同志一样每天走村串户，落

实扶贫工作，还兼管扶贫档卡资料信息录入。

曹群力天天忙得很，从来没有双休

日，白天在工地测量土地、房屋面积，和农

户协商土地补偿、宅基地腾退、土地复垦等

工作，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整理资料，思考下

一步“钉子户”的工作如何打开缺口。卢青

敏也闲不着，由于韩庄村是深度贫困村和

整村推进建设项目工程重点村，每天不是

走村串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就是帮助贫困

户实施产业发展项目，还得负责村容村貌

治理、公路建设、文化宣传事项，在夜深人

静时，还在核对、录入贫困户的基础信息。

为全力完成乡村扶贫工作，从乡政府

到韩庄村仅有10多公里路程的家，曹群力

和卢青敏夫妇半个月难得见一次面，更多

的是在电话上的工作配合。2017年家里

建房，他们只好“连工带料”将工程承包给

了施工队。由于日夜操劳，53岁的曹群力

头发日渐稀少，被大家称为“前途光明”的

全能乡干部，而比他小两岁的卢青敏也被

群众叫作“能文能武”的全职村干部。

“群力管全乡，我负责一个村，但都离

不开扶贫工作。遇到村里搬迁户和贫困

户思想工作做不通时，我就让群力给出主

意、想办法，群力在电脑操作中有不懂的

问题，我们都会在电话里相互交流沟通，

有时也会为家庭琐事发生争执，但从未影

响过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

现在，瓦窑沟乡的易地扶贫搬迁和危

房改造、土地复垦等多项工作均走在全县

前列。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韩庄村共投入

各级各类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新建护路

护堤坝6000米，拓宽硬化三级公路6000

米，搬迁和改造特色民居160户，高标准建

成了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等一批基础设

施和民生工程，以食用菌、核桃、连翘为主的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9年全村111户贫

困户387人已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目标。

2019年12月30日，台前县首届“春满台前”美展开展。近年来，台前县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转扶搬保救、光电教金险”十路并进，下足功夫，坚决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创造一个又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奇迹，激发了广大

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件件力作充分表达了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展现

了台前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田雨摄

河南扶贫印记

“克难书记”豆乃明
□张庆常

宝丰县王金红

养肉兔走上致富路

台前县

办美展 促脱贫

扶贫路上“夫唱妇随”好搭档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军高常军

开栏的话：脱贫攻坚是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是彪炳史册的民心工程。当前，我省的脱贫攻坚进入到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
总结我省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生动记录脱贫攻坚一线涌现的典型事件和人物，讲好脱贫攻坚故事，自今日
起，本报推出《河南扶贫印记》栏目，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