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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老家莫沟
——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掠影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舞钢市脱贫户刘庆海

建起豆腐坊 走上致富路
固始县脱贫户徐如亮

脱贫不松劲 感恩再出发

河南扶贫印记 济源市

“慈善爱心超市”打造扶贫新亮点

长垣市贫困户张振国

家门口喜领工资

伊川县上元村

“消费扶贫”让群众腰包鼓起来

1月7日，记者在孟州市西虢镇莫沟

村采访时发现，莫沟村的旅游观光业已初

见规模，他们建起了观光农业游览区、特色

民宿体验区、环湖休闲娱乐区，实施了田园

修整、街区改造、窑洞修复、水系打造等修

复工程，完善了全村交通网络，建设了窑洞

图书馆，引来了天然气，通上了公交车，完

成了厕所革命和污水处理，稳步推进垃圾

分类治理。全村WIFI免费全覆盖，建成

了卫生所、养老院、幼儿园，实现了公共服

务由城市向乡村的延伸。

过去，由于贫穷，许多居住在土窑洞

中的村民不得不外出务工，致使整个村落

垃圾满沟壑、污水横流，成了远近闻名的

空心村。扶贫攻坚工作开展之前，该村共

有贫困户7户19人。

从2015年开始，莫沟村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本着

“不砍树、不填窑、不扒房，让农村回归自

然朴实状态”的原则，对村庄重新定位，一

改过去大拆大建的做法，将原本纳入孟州

市产业集聚区拆迁规划的村落保留下来，

打造“产村融合”发展的美丽休闲乡村，留

住乡愁留住根，将莫沟打造成“窑洞里好

汉坡，共富沟养生岛”。

目前，莫沟村的2500亩农业用地已

经全部流转出去，全村757人已全部脱

贫，群众集中力量发展特色民宿、农产品

采摘、环湖休闲、康养中心等产业。2019

年，该村共接待游客100余万人次，年底

给每位村民分红1700元。

近年来，莫沟村先后被国家农业农村

部授予“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被国家

住建部授予“宜居村庄”称号和“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

文明村（镇）”称号、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河

南省文明村镇”称号、被省住建厅授予“河

南省传统文化村落”称号。一个集乡村旅

游、田园种植、民宿接待于一体的崭新的

莫沟村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

莫沟村废弃的窑洞（旧貌）

依山修复的窑洞外景

由破旧窑洞改建的窑洞图书馆

风景秀丽的莫沟村依山傍水

村中老人在生产老粗布

古朴洁净的村中街景
村民苗建民、谢静夫妇开的淘宝店生意兴隆

本报讯 一排排货架上，油盐米面、

毛巾牙刷等应有尽有。人们来往于各货

架间，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前驻足挑选。

从物品陈设和商品种类上看，这里与一

般超市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这里的物

品不用付钱，直接用“爱心积分卡”就可

领取。这就是济源市推行的“慈善爱心

超市”。

为帮助贫困群众从思想上拔掉“穷

根”，让其认识到脱贫致富关键靠自己，

自2018年7月以来，济源市创新“慈善

爱心超市”体制机制，推行积分帮扶制

度，每季度贫困户凭“爱心积分卡”兑换

物品，“卡”物挂钩，每一积分兑换“慈善

爱心超市”一元生活用品。此外，贫困户

还可享受下浮5%的价格优惠。

“这是该市民政局和市慈善总会助

力脱贫攻坚的一项新举措。”济源市慈善

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变“慰问式帮

扶”为“激励式帮扶”、变“普惠发放”为“奖

勤罚懒”、变“干部上门送钱送物”为“贫困

群众各取所需”的帮扶方式上的创新，使

贫困群众从“拉着走”变为“抢着跑”，进一

步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邵原镇刘下沟村村民刘德纯家因缺

劳动力致贫，如今，他一人生活，享受慈

善助力政策。上一季度，他拿到了满分

评定积分，乐呵呵地到“慈善爱心超市”

领取生活用品。

贫困户的“积分”，是由驻村第一书

记牵头、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根据“遵

纪守法、移风易俗、邻里和睦、家庭和谐、

户容户貌”等指标，按月、季度进行评定。

“‘慈善爱心超市’新模式运行以来，

贫困户通过参与家庭环境卫生、扶贫政

策问答等评比活动获得积分，有尊严地

兑领所需物品，生产、生活积极性显著提

高，家庭环境卫生明显改善，脱贫致富的

信心、决心也更强了。”该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一激励机制一方面使群众

真正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另一方面充分

展示了政府“扶贫不扶懒”的政策措施。

据了解，目前，济源市在邵原、王屋、

下冶、大峪、坡头5个山区镇试点推行

“慈善爱心超市”，试点建设规范后将逐

步推广。该机制实施以来已对全市

156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了“爱心积

分卡”，发放的生活用品价值97.06万

元，有效解决了贫困家庭的临时生活困

难，助力了脱贫攻坚。 （赵萍王欢）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晓
磊 白东亮）女儿考上大学，被镇政府

评为脱贫标兵，获全市最美脱贫户称

号，卖豆腐和养猪年收入破10万元。

2020年1月4日，舞钢市尹集镇康庄

村农民刘庆海扳着指头数着他2019

年脱贫第一年沉甸甸的收获，用他自

己的话说是“四喜临门”。

52岁的刘庆海，其妻子是一名残疾

人，二人育有一子一女。2018年，刘庆

海凭着磨豆腐的手艺实现脱贫，2019年

的收入又稳定提高，彻底摆脱了贫困。

在尹集镇，提起刘庆海的豆腐，几

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称赞。一是他的

豆腐用山泉水加工制成味道好，二是

他卖豆腐秤头足。

20多年前刘庆海就磨过豆腐，卖

了几年豆腐，家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

改善，后来娶妻生子加上种地忙得顾

不上磨豆腐了，就中断了这项生计活

儿。随着孩子长大上学，家里每年开

支都在增加，妻子又是残疾人无劳动

能力，靠他一个人种地、打零工的收入

已远远不够家用。

2014年，刘庆海家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5年，刘庆海辞去在

外打工的活儿，回到家又重操旧业做豆

腐、卖豆腐。“干啥事人都得有一点儿精

神，要想脱贫就要比别人下力大、吃苦

多，这样才能收入多。别人一天最多磨

20公斤豆子，我每天磨40~50公斤豆

子。”刘庆海说。

从2015年卖豆腐开始，刘庆海不仅

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学，家中还盖起了新房、

添置了新家具。2018年，刘庆海家实现脱

贫。2019年，他又用磨豆腐的豆渣喂了

16头猪，因不喂饲料，猪现在已被周边乡

亲全部订购完了，预计纯收入超过5万元，

加上卖豆腐的收入少说也得10万元。

“当了脱贫标兵就得起带头作

用。有这么好的政策，只要肯卖力干，

不但能脱贫，肯定还能致富。”刘庆海

自信推着他的豆腐车日子一定会越过

越好。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杨明马晓冲）2020年1月

11日，吃罢早饭，固始县徐集村西庄

村民组残疾脱贫户徐如亮就开着电

动三轮车，带着9岁的儿子小轩，来到

该乡“福寿家园”医养结合院，为60

多名老人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义务理

发活动。

“我家以前是贫困户，现在脱了贫，

过上了好日子，这都要感谢党的好政

策。我对社会做不了什么大的贡献，只

能用自己的理发手艺为老年人免费理

个发。”徐如亮告诉记者，每次出去义务

理发时，都把儿子带在身边，目的是让

他从小就知道感恩和回报，学着做好

事、做好人。

今年38岁的徐如亮，命运多舛。

他8个月时患小儿麻痹症留下了严重

的后遗症，母亲因病早逝，父亲又患上

了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因家庭

困难，高中读了半年他就来到一家技

校学习美容美发技术，19岁那年在街

道上租房开起了理发店。微薄的收入

既要维持生计，又要偿还父亲治病欠

下的外债。10年前，徐如亮与一名外

地女子结了婚，可是孩子5岁时，妻子

却不辞而别。从此，徐如亮便与多病

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共同生活。

2016年 12月，徐如亮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村里为他家申报了危房改

造，为他父亲办理了慢性病门诊报销

手续，提供了到户增收项目，又扶持搞

起了小龙虾养殖，家庭收入大幅增加，

仅一年时间就顺利脱贫。儿子小轩也

被接到县城读书，吃住全免。

从2019年开始，徐如亮就经常在

节假日领着儿子到附近的养老院、建

筑工地等场所，为老人和工人义务理

发，让儿子从小就接受感恩教育，小轩

总是很乐意参加。

眼下正是腊月大集，也是徐如亮

理发收入的“黄金时间”。徐如亮说，做

生意收入的钱再多也是“小”钱，而为老

人们义务理发赚的是“大”钱，不亏！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庞卫
东张彦华）“俺现在也和城里人一样，成

了‘工薪族’，家门口干活儿就能领工

资！”1月6日，在长垣市方里镇张庄村，

贫困户张振国一边打扫卫生一边笑着

告诉记者。

今年60多岁的张振国，一双儿女都因

病住院，本该享福的年纪，却成为家中挣钱

的主力。被识别为贫困户后，驻村工作队

和各级扶贫干部给他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要强的张振国，却不愿意这样吃国

家的“救济”。2019年7月，在张振国的

申请下，经帮扶干部协调，得到了一个

公益性岗位，成了村里的一名保洁员，

活儿不重，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

据了解，截至目前，长垣市共有

2111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与张

振国一样，通过公益性岗位，获得了工

作机会，成了“工薪族”。自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以来，长垣市把开发公益性岗位

作为贫困人员就业扶贫的重要渠道，找

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这一发力点，

采取多种措施，全方位开发公益性岗

位，2019年就业资金中共拨付公益性岗

位补贴240.7万元，有效推动了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 董俊峰）“省煤田地质局连续四年收

购俺村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价

钱，遇上这样的帮扶单位，俺村人的腰

包越来越鼓了，这日子咋会不美哩？”1

月5日，在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63岁

的脱贫户亓其团扳着手指给记者算了

下当天的收入：卖粉条320斤、玉米糁

291斤、芝麻139斤、小米728斤，总共

卖了7477元。

省煤田地质局驻该村第一书记王

立峰纠正说：“老亓没说全，前天我还帮

他在洛阳一个小区卖了100斤粉条，还

有800元收入他没有算上。”

谁知，王立峰的“补充”马上引起亓

其团的“反对”：“王书记，人家问我今天

的收入，你说的是前天的。”

两人的一说一答，引起在场的群众

哈哈大笑。

2020年元旦后，省煤田地质局连续

第四年号召各帮扶单位从上元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采购农产品，今年共采购粉条、

花生、芝麻、玉米糁、小米等两万余斤，消

费14多万元。2019年以来，通过参加省

自然资源厅扶贫活动、省第一书记展销中

心等销售平台，已收购上元村各类农产品

近40万元，加上此次的14多万元，销售额

已超50余万元，预计到2020年底，上元

村的各类农产品销售额将达70万元，为

上元村的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勤勤
孙楠黄柏松）“飞来‘金燕子’，摘掉‘穷

帽子’。过上好日子，出去有面子。”眼

下，这句顺口溜已成为汝南县众多建档

立卡贫困户赞颂当地农商银行支持贫

困户脱贫致富的口头禅。

贫困户口中传颂的“金燕子”，是当

地农商银行专门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量身定制的5万元以下，免抵押、免担保，

3年期以内，按基准利率财政全额贴息的

“金燕扶贫小额贷”，具有贷款门槛低、利

率优惠、手续简便等特点，现已成为全县

贫困户脱贫致富路上的“助推器”。

近年来，汝南农商银行立足行业优

势，充分发挥扶贫小额信贷在助推扶贫

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切实破解全县贫困

户在发展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贷款难、

贷款贵等问题。

骆保全是三门闸街道办大新村的

贫困户，2017年，该行帮扶队员李宝上

在家访时，得知骆保全有建造小型养羊

场的想法，及时启用了“金燕扶贫小额

贷”扶贫政策，仅用一天时间，就把5万

元扶贫小额贷款送到骆保全手中。

握着厚厚的一沓票子，骆保全开心

地说：“真没想到，农商行会在这么短时

间里，把全额贴息扶贫贷款送到我家

里！”很快，骆保全就在村外一片闲置的

空地上建造了一个小型养羊场。当年

年底，在没有大批出栏的情况下，就净

赚了近3万元。2018年，养殖数量已达

到200多只，年净收入达8万元，顺利摘

掉了贫困帽。

骆保全利用“金燕扶贫小额贷”实

现脱贫的事，只是汝南农商银行助力扶

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小亮点。几年来，

该行始终把金融扶贫作为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组织金融扶贫政策宣传小分

队，深入全县18个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乡镇、街道办，通过举办“金融扶贫政策

大讲堂”、发放宣传明白卡、现场解答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金融扶贫政策，确保

扶贫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截至2019年12月末，该行累计发放

“金燕扶贫小额贷”2785万元，助力6429

名贫困人口摘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汝南县

“金燕扶贫小额贷”助6429名
贫困人口摘穷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