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进村的路只有3米多宽，大车

根本进不来，山货也拉不出去。现在路

变宽了，‘土隧道’也挖开了，进出更通畅

了。乡亲们都说，这是赶上好时代了，感

谢党的好政策。”1月16日，西峡县五里

桥镇吴家沟村村支书于国岐说。

于国岐所说的“土隧道”是该村村道

上一处上世纪七十年代人工开挖的隧

道，长约50米，是五里桥镇吴家沟村和

稻田村两个村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这

条路最初只是为了往山上拉水而建，进

村路程最近，久而久之也成了当地村民

进村出村的一条小路。

四十多年来，这条路从最初的拉水

上山，到现在的进出小轿车，已慢慢满足

不了村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这条“卡

脖子”路成了当地村民的“心头病”，“土

隧道”成了制约村里发展的“瓶颈”。

通村路也是“连心路”

2019年8月，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

西峡至淅川段（以下简称西淅高速）进行

前期踏勘时，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

理中心发现该段乡村道路的恶劣情况。

“西淅高速项目在设计阶段就贯彻

省交通运输厅、还贷中心提出的‘永临结

合’的建设理念，把这条修高速用的临时

便道，建设成为一条永久性通道，既方便

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又能为沿线村民提

供一条扶贫路、致富路、生态路，一举两

得。”西淅高速项目的董事长刘伟说，前

期西淅项目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进行协

商沟通，最终确定对这条“卡脖子”路进

行改扩建，将长度3.95公里的原3.5米宽

的混凝土路面扩建至6米宽。为了少占

居民耕地，增加路肩挡土墙950米，对弯

道过大的地段进行改直处理，对原50米

长的“土隧道”进行挖除。从2019年10

月开始施工，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终于

赶在春节前完成了主体施工。

“现在路拓宽了，帮当地群众解除了

‘心头病’，村民每次见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会主动上前嘘寒问暖，通过一条通村路

能和群众心连心，我们深感荣幸。”该路

段施工单位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淅项目土建一标项目经理高建安说。

路宽了产业更好发展

“这路一拓宽出村方便极了，要是在

以前，要么骑摩托车，要么得步行好几十

里地，到山脚下才有公交车通往县城。”

吴家沟村村民张秋梅说，自从村里道路

拓宽以后，公交车直接开到村口，每天4

班公交车通往县城，每趟都坐得满当当，

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进村道路拓宽以后，除了公交车能

开到村民家门口，其他车辆一路驶过，再

也不用担心出现山区小路会车时的“狭

路相逢”。

吴家沟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

种香菇，当年就是因为进村道路太窄大

型车辆进不了村，卖香菇时需要先用三

轮车拉着过了“土隧道”才能装到大型运

输车辆上，耗费太多人力物力，导致香菇

收购价格一直上不去，村里贫困的状况

一直得不到改善。

“现在村里虽然通过企业扶贫摘掉

了贫困帽子，但始终需要发展产业来保

证群众稳定脱贫。进村路拓宽了，大车

能开到村里，产业更好发展了，我们村准

备重新发展香菇种植，走稳致富路。”村

支书于国岐说。

□本报记者李躬亿

春节临近，新蔡县产业集聚区三源制衣生产车间的工人正在作业，加紧赶制出口日

本的服装订单，确保春节前正常供货。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摄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在邓州

市九龙镇姚营寨村一户农家小院里，机

声隆隆，户主姚永海正在赶制豆腐。临

近春节，姚永海非常忙，昨天一直忙到凌

晨4点，稍事休息之后，6点起床接着忙

碌。虽然忙碌，但他非常开心。

姚永海今年45岁，从小失去父母，

读完初中学艺做豆腐，接着打工。后妻

子患病，老家房屋倒塌，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危房改造、光伏发电、金融

扶贫等各项扶贫政策帮扶下，姚永海

2016年顺利脱贫。姚永海有个梦想，用

自己掌握的做豆腐手艺开家店，发家致

富。这个梦想在2019年11月4日变成

了现实。

为了不让脱贫户再返贫，九龙镇鼓

励他们种植冬桃、黄金梨，养殖小龙虾、

牛、羊等，变“输血”为“造血”。为了解决

资金不足问题，驻村第一书记张学佩帮

着村里8户贫困户办理了小额贷款。

了解到姚永海的愿望后，镇里和张

学佩帮着他办了营业执照，贷了5万元，

又帮着他买机器、做规划、找资源。姚永

海的豆腐作坊最终开了起来。后来资金

不足，姚永海的帮扶人九龙镇党委书记赵

中玉，还以个人名义借给他1万元。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

己”“为梦想起航，为未来拼搏”“拼几度

春夏秋冬，赢一个无悔人生”“真干实干

加苦干，创建九龙旗舰示范店”……在姚

永海家的农家小院里，大红的标语和对

联特别醒目，这些都出自姚永海之手。

姚永海做的豆腐货真价实，质量优、

价格优、服务优，自己美其名曰“三优淳

品”，在临近的孟楼、林扒、彭桥、高集、文

渠等乡镇供不应求。在镇里的帮助下，

他的豆腐还走进了学校、政府机关。姚

永海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姚豆腐”。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产品，“姚豆

腐”也做起了“广告”。“同志们往这看，姚营

开个豆腐店。质量优价格低，两块一斤来

处理。比一比看一看，姚营豆腐最划算。

你不买咱不怪，生意不成仁义在……”当

姚永海诙谐幽默的声音在电喇叭里循环

播放时，“回头客”便会循声而来。除此之

外，他还玩起了抖音，“直播”豆腐的制作

过程，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豆腐作坊开业

两个多月来，姚永

海盈利六七千元。

他惦记着村里的其

他贫困户。“王谦生

今天早晨批发了330斤豆腐，1斤赚取1

元的话，就可以净赚330元。”姚永海告

诉记者。

“月落孤城花落谁家”，这是姚永海

的抖音号名字。当时妻子患病，老屋倒

塌，他的心情非常低落。现在生活一天

天好起来，他准备把自己的抖音号名字

也改一下。“一定要保证产品质量，打好

品牌。还要注重产品包装，提高档次。”

张学佩时常提醒姚永海。

“准备再买台做豆腐皮的机器。等天

气暖和的时候，再做点凉粉，卖点豆浆。”谈

起新年打算，姚永海笑得合不拢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史源
远）1月17日，腊月二十三，南阳市宛城

区黄台岗镇画家村(岳庄村)举办“暖暖

新年 文化进万家”民俗文化艺术节。

自2016年开始，宛城区已在画家村连

续举办了五届“暖暖新年 文化进万家”

民俗文化展演活动，每年的活动都吸引

了大批市民朋友和周边群众参与。

当天的活动分为文艺演出、千饺宴

群众流水席、书画家现场义写春联绘画

作品、民俗文化展演，还有庭院村落展

示和年货市集。在文艺演出区域，不仅

有特色的民俗旱船舞龙舞狮、精心编排

的主旋律歌舞和文艺精品演出，还安排

有村民喜闻乐见的戏曲展演。全天舞

台上吹拉弹唱欢欢喜喜。

千饺宴流水席上，来自黄台岗镇

20个行政村的脱贫户代表、党支部书

记、责任组组长还有各村群众代表，和

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起，吃起象征团圆的

大烧饼、热气腾腾的幸福饺。

民俗文化展演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广大干群一

起过了一个幸福暖心年。

“感谢镇党委、镇政府搭建返乡创业

微信平台，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政策，使我

能够顺利返乡创业，实现了我多年来想为

家乡干点实事的心愿。”近日，太康县朱口

镇柴玲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王勇激动地对

记者说。

返乡创业是一种心愿

2019年1月，为鼓励人才返乡发展、

投资兴业，着力打造“归雁经济”，太康县

朱口镇52个村分别成立了返乡创业微信

平台，注册人数2000多人。通过加强政

策扶持和典型带动、优化返乡创业环境，

镇领导班子成员包区联村，用微信公众号

宣传家乡的变化及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积

极与在外人员结对子、常沟通，实现信息

共享，让他们政治上受尊重、精神上得荣

誉、社会上有地位、政策上得支持。

2019年5月，成功人士王勇在镇村两

级的帮助下，承包土地300多亩，种植金

丝黄菊300多亩，建立了500多平方米的

烘焙车间、包装车间。

“家乡劳动力资源丰富，乡亲们热心

肠、上手快、能吃苦，镇政府也在选址、审

批、土地流转、招工等环节上给予协调和

帮助。我在网上也成立了电商平台，产品

供不应求，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说起今

后的发展，王勇信心满满。

“经历了城市化浪潮的洗礼，返乡创

业成功人士已经成为见多识广、有能力、

有资金的‘特殊人才’。”朱口镇镇长江海

洋说，“引智、引资返乡创新创业活动的开

展，形成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的

‘集合效应’，对激活农村资源、推动农村

发展而言，将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动力。”

返乡创业是一种乡情

“感谢村党支部书记周永强对我的帮

助，今年的杭白菊很成功，刚摘下的菊花

每斤可以卖到4块多钱。”周寨村村民周

帅激动地对江海洋说。

2019年1月以来，周永强经常在在外

成功人士微信群内发送家乡的变化、乡亲

们的需求，吸引了周帅等一批有资金、有

技术、有信息、关注家乡发展的能人回乡

投资兴业，以每亩800元的价格租赁土地

300亩种植杭白菊。

村民廖玉兰高兴地对包村干部刘文静说：

“采摘1斤菊花7毛钱，我一天能摘80多斤，就

是60多元，这一个月就能挣1000多元。”

2019年10月，周帅成为一名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朱口镇党委书记刘记介绍，朱口镇成

立了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特色

产业服务中心，为返乡创业人士提供全方

位服务，全力推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截至目前，朱口镇返乡创业人士已创

建“海恩”“绿地”“舒兰”“益民”“先科”等

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近40家，吸纳剩余

劳动力3000多人就业，有效解决了留守

老人养老、留守儿童教育、贫困劳动力就

业等问题。

太康县朱口镇 搭建创业平台 打造“归雁经济”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敏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郑明
歌）1月14日清晨，在郑州市花园路刘

庄9路调度室，车长黄晓娜走进“情绪签

到”室，调度靳亚军早已等候在此：“今

天气色不错嘛！”“昨晚睡眠还可以吧？”

一番交流过后，黄晓娜在“情绪表”第一

栏打上钩。

这是记者在花园路刘庄公交场站

看到的一幕，也是黄晓娜每天工作的

开场情景。这张“车长情绪管理表格”

包含车长身体状况、与同事关系是否

融洽、对该岗位有无压力、近期家庭状

况等内容，是为保障车长安全行驶量

身定制的专用表格，只有调度和车长

共同签字后，车长才能开始一天的工

作。

据了解，为了做好车长的“情绪管

理”，公交二公司五个车队分别配备有

车长休息室、活动室、情绪发泄室、健康

小屋，配备电视机、跑步机、沙袋、按摩

椅、飞镖、血糖血压检测仪和酒精测试

仪等。情绪签到是强化公交车长情绪

管理所采取的一项新举措，充分保障春

运期间公交运营安全。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瑞
敏刘俊杰）“坡胡镇过去是晴天一层灰，

雨天一层泥。现在你再看看：宽阔的马

路、规范的店面招牌，又亮又整洁。”1月

19日，外地返乡过春节的坡胡镇坡中村

村民胡永宾看到家乡的新变化，禁不住

竖起了大拇指。

坡胡镇位于长葛市西部，省道S325

东西穿越坡胡镇13.8公里，重型货车日

通行量最高峰达2万辆，扬尘、尾气排放

严重，给该镇整体环境带来极大压力。

“创建就是形象，创建就是民生。

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以壮士断腕的

意志和魄力，投入3000多万元，对镇区环

境进行彻底整治。”坡胡镇党委书记穆海

超说，该镇党委召开专题会议5次，进行不

同层次和范围的调研、征求意见10余次。

为做好镇区日常环境卫生管理，该

镇与保洁公司签订合同，不间断清扫路

上散落的白色垃圾及其他杂物，保证视

野范围内无零星垃圾、无白色垃圾，做

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巫鹏）

“今天拿到了分红，我非常开心！我家里

四口人在合作社分了260元，我自己入

股3万元，一个多月又分红了1500元，现

在对合作社的发展更有信心了！”1月17

日，在宝丰县城关镇北街社区党群服务

站，拿着到手的合作社分红款，北街社区

居民梁国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日，北街社区召开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东分红大会，入社村民凭股权领到

了分红款。据了解，这是宝丰县成立的

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首次分红。

“这次分红共计14万多元，实现了

合作社的开门红。看到村民的高兴劲，

更坚定了我们发展股份经济的信心。”

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

理事长梁适峰介绍，去年11月12日，

北街社区成立了宝丰县首家村级股份

经济合作社。结合城中村实际，经合作

社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决定盘活集体闲

置资产发展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孙长山介

绍，截至目前，除个别没有集体资产的

村（社区）外，全县315个村（社区）都成

立了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逾48万名农

民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

革目标落地开花。

本报讯 1月15日，林州农信联社在

黄华镇止方村开展“新春走基层，春联

送祝福”活动，把带着浓浓年味的春联

送到村民手中，感谢乡亲们多年来的支

持和信任，并提前送上新春祝福，受到

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是林州农信联社服务“三

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影，近两

年来，林州农信联社多次到止方村送金融

知识下乡，就近为农民办理存取款业务，

深入开展“整村授信”工作，使老百姓足不

出村就能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申超）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新年好啊，

给您全家拜个早年！”1月19日，在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之际，省文明办、许昌市文

明办有关同志一行来到禹州市褚河镇

巴庄村，看望慰问第七届河南省道德模

范王胜伟的家属，并送上新春祝福以及

慰问金、慰问品。

王胜伟是禹州市褚河镇巴庄村一

名普通村医，然而他在群众危难时刻，

却做出了极不平凡的壮举。2018年7

月18日，是农历的六月初六，按照农村

的风俗，这一天，各家各户都要在这天

炸油馍、焦花。巴庄村妇女张丛敏和好

面、擀好了面叶，当她拧开液化气罐阀

门时，发出了“嗵”的一声巨响。霎时

间，屋里成了火海。紧急时刻，一名村

民拨通了王胜伟的电话。王胜伟闻讯，

立即朝出事点赶去。他先是冲入火海

救出张丛敏，接着又不顾液化气罐随时

会爆炸的危险，再次扑入火海，关闭了

液化气罐阀门。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

保护，而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9年，王胜伟被评为第七届河南省

道德模范。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虽然我父

亲不在了，但我会以他为榜样，兢兢业业

的干好本职工作。”王胜伟的大儿子王玉

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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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明办慰问
河南省道德模范王胜伟家属阡陌变通途阡陌变通途 铺就致富路铺就致富路

西峡县吴家沟村通村路越走越宽

南阳市宛城区
画家村里年味浓

宝丰县北街社区

合作社里领分红 家家户户乐悠悠

直播做豆腐 帮助贫困户
邓州市姚营寨村姚永海脱了贫不忘众乡亲

□本报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中献

长葛市坡胡镇

投三千多万元整治镇区环境

林州农信联社

进村送春联获好评

郑州市公交二公司

“情绪签到”为春运护航

1月15日，在伊川县南府店村社区，70多位书法家挥毫泼墨为南府店村社区1000多户居民书写春联。当天，来自国家、省、市

级和当地的书法家共书写春联3500余副。社区党委副书记程相五介绍，南府店村社区义务为居民书写春联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年

多，今后还将继续把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 董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