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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

同心号村同心奔小康

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人

民的无限热爱，现任南召县石门乡人大主

席的刘洪涛扎根基层27年，踏踏实实干

事，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现年45岁的刘洪涛，先后在国营河

南社旗酒厂、南召县石门乡政府、太山庙

乡政府、留山镇政府、四棵树乡政府、城郊

乡政府任职，现任南召县石门乡人大主

席。在城郊乡任党委副书记期间，刘洪涛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尽力尽心

干好每一项工作，不抱怨、不计较、不拈轻

怕重，甘于奉献。城郊乡地处南召城南开

发区，产业集聚区征地拆迁任务繁重，刘

洪涛主动请缨，深入宋楼村周家庄组征地

拆迁工作一线，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

念，坚持以换位思考的形式开展工作，以

解决被拆迁户的难点问题为推进工作的

抓手，用政策引导被征迁户，用事实说服

征迁户，用行动感动征迁户。在实际工作

中公平公正，共拆迁122户，征地1650

亩，做到不回避矛盾，不激化矛盾，为干部

树立了楷模，辛勤与真诚的付出，换来了

群众的爱戴。时任乡党委书记、现任社旗

县政法委书记的李哲深情地说：“洪涛给

乡里解决了大难题。”时任南召县县长的

王放在听取该乡工作汇报时，连连说：“刘

洪涛真中！”

在石门乡，刘洪涛分包岳沟村的精准

扶贫工作。该村有贫困户53户184人，

刘洪涛深感责任重大，不断强化宗旨意

识，以提高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

根本出发点，采取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思

路，大力宣传脱贫政策和脱贫励志模范先

进典型，激发贫困户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

动力。在工作中，刘洪涛坚持重点查摆与

全面查摆相结合、重点整改与全面整改相

结合的方法，着力实现贫困户识别零差

错、贫困户退出零差错、扶贫资金使用零

差错，通过集中核查和问题整改，达到了

精准度明显提高、认同度明显提高、满意

度明显提高的目标。

2017年，他从刚开始工作的石门乡

又回到了石门乡任人大主席，“官职”仍是

正科，但他仍任劳任怨，他有几个在上级

做官的亲戚，可他从不跑官要官，从不张

口，扎根基层一心工作，一心为民服务。

他深知，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群众，为

群众服务；只有诚心为群众谋福利，才能

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此，他经常走访

群众，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收集改善基

础设施、发展设施农业、大力发展合作组

织等合理化建议120余条，为乡政府决策

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深入到各村召

开群众座谈会，广泛收集广大代表的合理

化意见，了解民情民意，排查矛盾隐患，并

及时向乡党委反映，进一步在基层岗位上

踏实工作，做群众的知心人、代言人，做好

党委的助手，政府工作的推手。

由于他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

平，最大限度的团结群众，以饱满的热情、

实干的精神、务实的态度、扎实的工作作

风服务于党的各项工作任务，先后获得了

“南阳市新农村建设先进工作者”“南召县

武装部长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

100多项荣誉，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

员的誓言，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了显著成

绩。（曾庆朝张庆燕）

本报讯（记者 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
振阳 通讯员 赵腾飞 陶兴莉）“这么冷的

天，你看这包子还冒着热气。”2019年12

月27日清晨六点半，息县城区50岁的环

卫工人李光芝结束当天的第一班清扫任

务后,来到谯楼街爱心早餐供应点，领上

一份热气腾腾的免费早餐，吃得舒舒服

服。

每天清晨天微亮，息县城区街头都会

出现这样一幕：环卫工人们完成第一班清

扫后，都会聚拢到各个爱心送餐点，一抹橙

色的身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拿着热

乎乎的包子和鸡蛋，脸上洋溢着笑容。据息

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副所长赵拥军介绍，这

样的免费爱心早餐，伴随500多名早班环卫

工人已有三个年头。

息县城区共设立8个城区集中供餐、

分点配送送餐点，为了保证饭菜热乎可

口，供餐点都会提前把早餐分装好。每个

配送点都会有一名送餐队长来领取，然后

由他们及时分发给环卫工人。

据悉，该县按照“吃饱吃好”，实现了

城区早班环卫工免费早餐全覆盖。同时

还配套建设了环卫工人休息室，冬季可以

歇脚暖手，夏天可以乘凉喝水。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习中
洋史娟）“要不是光钦苦口婆心劝我，我

还在破罐子破摔哩。现在跟着大家一

块儿干，加工‘同心蛋’，同心奔小康，增

加了收入，也活得像个人样了。”1月2

日，贫困户丁新群感慨地说。

丁新群是邓州市九龙镇同心号村

村民。过去因家里困难，他干啥都提

不起劲。脱贫攻坚刚开始，镇村干部

没少在他身上下功夫，可是给他找活

儿干，他冬天说冷，夏天嫌热，弄得大

家都不待见。去年6月，该村致富带

头人丁光钦在镇村支持下，建起了同

心号村“红涯洞”蛋制品加工厂，吸纳

村里的贫困户务工。为了解决丁新群

这个“大难题”，丁光钦反复上门劝说，

他才勉强到厂务工，在大家的共同帮

助下，逐渐融入这个群体，开始了新的

生活。用他的话说就是：“自己肯干

了，大家眼里也有我了，现在浑身有使

不完的劲儿。”

丁光钦介绍，建这个蛋制品加工厂

目的就是为贫困户找一条增收途径。

九龙镇派驻同心号村的扶贫责任组和

该村“两委”干部经过研讨，认为能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产业，应该让贫困户

们都参与进来。当前厂里的12名工人

全部为贫困户人员，实行“工厂+农户”

的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贫困户免费

从加工厂获得鸭苗、大缸和配料，腌制

出的咸鸭蛋经加工厂统一收购然后推

向市场。

“同心号村的‘红涯洞’咸鸭蛋沙质

油多，香味特别，很好吃。”经销商许文

娟告诉记者。据悉，该厂的两万枚咸鸭

蛋刚上市便销售一空，收获了远近不少

的“铁粉”经销商。

贫困户姚显枝去年8月份起，趁空

闲时间到蛋制品加工厂打零工，每个月

增收500余元。“在这里干活不仅有工

资，以后每季度还有分红呢。”姚显枝笑

得合不拢嘴。

据了解，“红崖洞”蛋制品加工厂只

是同心号村产业脱贫“组合拳”中的一

招。在加大产业引进、鼓励乡贤回乡创

业的政策作用下，同心号村的500亩冬

桃果园、200亩苗木花卉基地等产业得

到发展，青松秸秆回收厂、心财电子厂、

九龙泉酒店等企业也悄然兴起。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村内经济潜

力，内外联动，打造升级版产业链条，打

赢脱贫攻坚战，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该村扶贫责任组组长、九龙镇党委副书

记郭小东说。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通讯员王旭
娅）眼下，正是农闲时节。按照往年的

习惯，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告别了忙

碌，应是一家老少坐炕头、街头巷尾蹲

墙根晒太阳的日子。

1月4日，记者在通许县孙营乡看

到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到处

都是忙碌的身影。

北孙营村村民郑建焕说：“以前农

闲的时候出去打工，孩子放在家里挺不

放心的。现在在家洗洗萝卜、打个包，

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了，每天正常班能

挣200元，加班的话能挣200多元，还能

管着点孩子，挺好的。”

像郑建焕这样在家门口工作的人

在孙营乡还有很多。 如今，孙营乡利

用农闲时间在本地打工的劳动力有

15000多人，全乡呈现出“冬闲人不闲，

发展新产业”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孙营乡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效产业，走一村

一特色的农业产业路子，带动大批农民

靠种植大棚蔬菜走上致富路。不少农

民利用冬闲这一时节到产业基地打零

工，既能顾家又能挣钱。

“只有大力发展产业，提高乡村社

会经济内生发展动力，才能吸引外出

务工人员回流，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孙营乡党委书记郑

永峰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鲍振宇）

“以前村上的侵害集体利益，侵占集体资

源违建车库的老大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群众对村‘两委’很有意见。现在这违

建车库一拆，群众看我们村干部的眼神都

不一样了！”2019年12月30日，林州市横

水镇晋家坡村村主任郝建仓对林州市委

第八巡察督导组组长李刘栓说。

2019年9月18日，林州市委第21巡

察村（社区）组到晋家坡村开展巡察，发现

该村存在人居环境差，村务公开信息模糊，

11项巡察共性问题整治不到位，尤其是村

里集体土地占用无序，要求村里立行立改。

2019年11月8日，林州市委第八巡

察督导组对晋家坡村开展巡察督导“回

头看”，发现该村里占、乱、差现象依然严

重，并且11项巡察共性问题仍然没有任

何行动。当即要求横水镇党委采取得力

措施，解决问题。

横水镇党委高度重视，对工作不力的

村党支部书记作出了停职处理的决定，并

决定由纪委书记杨菁华到该村主持工作。

在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晋家坡村

出动机械5台，动用人工500余人，来了

场人居环境整治大会战。截至目前，该

村共拆除残垣断壁20余处，清理脏乱差

闲散地240多平方米，建设了4处小游

园、1处小菜园，开通了断头路2条。

对于11项巡察共性问题中占用集体

土地无序突出的问题，该村分三期进行

排查整治，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期。一期

排查承包集体土地125户，将15年来未

缴的土地承包费全部收缴；排查出违建

车库20个，对其中影响村镇规划的2个

予以拆除，对其他不影响村镇规划的车

库收缴了占地费，对拒不缴纳承租费的1

户诉诸法律，现已在走法律程序；排查出

占用集体闲散地 105 户，收缴承租费

32534.6元。二期已排查出不合法合规

占用集体土地户12户，计划全部依法收

回，重新定价承包，现已收缴5户承包费，

共180845元。三期将排查无合法手续

占用集体土地建房户。

“巡察督导力度真大，就20多天，俺

村变了个大样，村里干净整洁了，断头路

也通了，违建拆除了，建了游园和菜园，

连村务公示栏都换新内容了！”该村村民

老郝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张
玉林）1月1日新年第一天，豫剧名家、唐

派第三代杰出代表传人宋子根在内黄县

举办戏曲交流演唱会，多位省内外知名豫

剧演员、唐派弟子参与演出。

宋子根，河南许昌人，现任安阳市职

业技术学院戏曲教研部主任，副教授，是豫

剧表演艺术家、唐派第二代传人贾庭聚先

生的爱徒，中国戏曲学院硕士研究生毕

业。宋子根的表演风格“严谨规范、忠于传

统、清新流畅、自然洒脱”，是当今豫剧界不

可多得的优秀青年艺术人才。

演唱会上，宋子根等专业演员和来自

内黄、清丰等地的戏迷们先后演唱了《百

善孝为先》《南阳关》《打金枝》等一个个精

彩唱段，为在场的各位嘉宾和听众献上了

一道丰盛的戏曲文化大餐。

1月4日，叶县常村镇石院墙村，乡村

保洁员张录早早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捡拾清理垃圾、打扫街道……

相比于平原乡镇，这里地广人稀，每

个保洁员平均要负责1.5平方公里的保洁

任务。所以，如果起床晚了，便意味着你

要干到很晚才能回家。

常村镇占地187平方公里，70%以上

为丘陵山地，辖37个建制村，208个自然

村，全镇人口约5万人左右。按照每2000

居民配备一个保洁员的比例，该镇共有

125名保洁员，负责着6个片区的卫生保

洁。而张录就是石院墙片区的小队长。

今年60多岁的张录从小生活在这

里，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可谓山清水秀、鸟

语花香，老青山、澧河水不仅是儿时的游

乐场，更是他心目中最美的风景。

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知从何时

起，小山村里的垃圾越来越多，不仅填满

了坑塘、沟渠，更有“垃圾围村”之势。

近年来，为破解城乡人居环境难题，

叶县首先在城区引入社会化保洁服务，由

阳光朗洁公司负责城区环境卫生，效果明

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叶县将该做法向农村延

伸，目前已实现了全县城乡保洁一体化，

偏远山区也有了“美容师”。

但山区的实际情况，给这些“美容

师”们也出了不少难题。保洁员尹文正、

谢金海两人负责孤山村、和平岭村的环

境卫生。山沟里有只死羊要清理、“驴

友”野餐后的垃圾要清理、荆棘丛里的纸

屑要清理……他们说，公司的规定是“一

眼净”，他们就一定要做到。

去年7月，正值大暑。孤山村北头的

坑塘里漂浮着绿莹莹一层水藻，远远便能

闻到阵阵恶臭。原来，该村有几家养殖户

就近把猪粪排到了坑塘，导致周边群众意

见颇大。为配合人居环境整治，张录调来

片区的8个人跳到坑里，连着清理2天才

把杂物清理干净，还了村民一湾清水。

“真是又臭又累，当时一个趔趄没站稳

还喝了两口粪水，把自己恶心得两天没吃下

饭。”谢金海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是直挠头。

阳光朗洁公司驻常村镇负责人杨军

营介绍，乡村保洁员对村主次干道每天两

次普扫、全天候保洁，垃圾清运车负责每

天将垃圾清运到指定地点，实现“日产日

清”。每年他们清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将近1万吨。

今年47岁的席春芝是保洁员里比较

年轻的女员工，跳坑、下河、扫垃圾一样也

不比男员工干得少。有一次，她清理一堆

垃圾，因为天气太热，蝇虫繁殖太快，垃圾

堆上生出几百只蛆，害得她当场就吐了。

“即便我们这么辛苦，还有人对我们冷嘲

热讽。”席春芝说，比工作更辛苦的是个别

村民的不理解。

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现在常村镇人居环境有了质的改

观，不仅镇区、村庄街净景美，就连偏远山

区也少见垃圾，群众个个拍手称赞。看着

越来越好的环境，村民们的卫生习惯和意

识也越来越好，甚至不好意思随地乱扔果

皮纸屑、乱倒污水。

“一线天、岩画天书……常村镇的旅

游景点较多，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强在这

些地方的保洁力度，安装指示牌、摆放垃

圾桶，共同维护常村形象。”常村镇农办主

任姚东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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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县石门乡人大主席刘洪涛扎根基层27年——

俯首民间察冷暖 百姓疾苦记心间

林州市 巡察督导“回头看”整治问题见实效

豫剧名家宋子根在内黄
举办戏曲交流演唱会

息县

一份爱心餐 温暖一座城

125名保洁员用勤劳的双手把山村装扮得街净景美，叶县常村镇——

大山里有群环境“美容师”

冬闲人不闲 天天能挣钱
通许县孙营乡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富起来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严治家、敬长辈；明事理、守法

律……”“不欺人，守信义……”“讲勤

俭，不浪费；重优生，兴教育。”1月6日，

在鲁山县磙子营乡里沟村，一块块制作

精良、白底黑字、上面印制着新时代家

风、家训、家规的小匾牌，高高地悬挂在

家家户户的大门口边，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我们村提出的新家风、家训、

家规，目的是以家训促家风、以家风促

民风、以民风促进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

转，从而推进村里的脱贫攻坚战，弘扬

新时代的乡风文明。”里沟村党支部书

记刘权介绍道。

里沟村位于磙子营乡南部浅山丘陵

区，村民222户932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20户39人。该村居民分散居住在11个

自然村中，有时想集中起来开个大会，宣

讲一下党的扶贫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新时代的乡风文明等很不容易。

前段时间，该村“两委”集思广益，

编写出了朗朗上口的新家风、家训、家

规“三字经”，挤出一部分村级经费，制

作了200多块精美的小匾牌，悬挂在全

村每家农户的大门口，让村民们进进出

出都能看到，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的熏

陶。

“村里的贫困户樊平，其丈夫出车

祸后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只会吃吃喝

喝的‘植物人’，但樊平不离不弃，精心

伺候，勤俭持家，去年使用扶贫小额贷

款，建起了5个香菇大棚，今年她家顺利

脱贫，成了村里群众公认的好媳妇。现

在里沟村敬老爱幼、邻里团结、勤劳致

富的典型家庭不断涌现，新时代家风

‘三字经’挂在大门口的做法已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磙子营乡派驻里沟村脱

贫攻坚责任组组长邵振华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俺通过技

能培训，掌握了技术，现在每个月都有

稳定的工资收入了，我一定会撸起袖子

加油干，用自己的双手致富奔小康。”沈

丘县周营镇马营村脱贫户王顺明高兴

地说。前段时间，王顺明参加了由该镇

举办的“技能课堂”免费技能培训，如今

在家门口的河南久酒中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创办的现代“农业工厂”就近就

业。

近年来，该镇从强化技能培训入手，

通过入户走访，调查农民培训意愿，根据

群众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展订单式、定

岗式培训，实现培训后输转上岗。在具

体操作中，该镇以河南久酒中梁为农服

务有限公司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基地为依

托，结合实际，引导贫困户参加种植、养

殖、家政服务等工种培训，培训后安排就

近就业，从而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自我“造血”能力。

“我们的培训课程在内容上坚持技

能扶贫与精神扶贫紧密结合，实行‘志、

智’双扶，每期培训开设7天‘思想教育+

劳动技能’课，从思想上引导贫困劳动力

改变等、靠、要”观念，从技能培训入手让

贫困户端上`金饭碗’。”久酒中梁为农服

务有限公司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基地负责

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镇先后有200

余人参加了食用菌栽培、林果管理、服

饰、非遗编织、家政服务等10多个专业，

就业率为100％，就业上岗工人月工薪

收入3000元左右。

鲁山县磙子营乡

家风“三字经”匾牌高高挂

沈丘县周营镇

技能课堂成为脱贫致富加速器

“过了腊八就是年”。1月2日迎来了传统的“腊八节”。当天上午，修武农商银行五里源支行开展“一碗腊八粥暖暖农商情”活

动，把精心熬制的400余碗八宝粥送到临柜客户、路过村民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独居老人手中，让这个寒冷的冬日多了一份暖

意。彭圆圆摄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培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