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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翟坡镇岗头村第一书记李明政

让贫困村变文明村

贺庆伟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杞县邓玉洲“不能指望帮扶联系人搀扶过日子”

光山县凉亭乡

片片茶叶成脱贫致富“金叶”

三门峡市湖滨区

738个岗位强化带贫

王胜杰老汉的幸福生活

辉县市

“七个一”助力文化扶贫显身手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魏国
武）“自从明政书记来我们岗头村当第一

书记，岗头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

村老少提起他，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没

有一个不夸他好的！”3月24日，记者见到

新乡县翟坡镇岗头村脱贫户司法智时，他

这样评价驻村第一书记李明政。

翟坡镇岗头村过去因地处偏僻、交通

闭塞、经济落后，是新乡县10个贫困村之

一。在精准识别初期，部分村民因村干部

识别不精准没有当上贫困户而愤愤不平，

村干部和群众关系紧张，村里矛盾相当突

出，村民上访告状时有发生。

两年前，被新乡县发改委派驻到岗头

村后，李明政严格按照贫困户识别的标准

和程序办事，坚持“一进二看三比四算五

议六定”程序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谁

该当贫困户、谁不该当贫困户由党员代表

和群众代表说了算，真正做到了真扶贫、

扶真贫，大家对识别出来的27户贫困户

都心服口服，再也没人因没当上贫困户而

上访告状了。

司法智年近六十，身有残疾，母亲患

有大病，母子俩收入微薄，家境十分贫

寒。在走访中，李明政了解到司法智有理

发技术，就想让其通过一技之长来增加收

入。经李明政与村“两委”协商，村“两委”

同意把村委会门口一间门面房免费提供

给司法智，让他发挥特长开理发店用，同

时，还让他担任了村里的残疾专干，每月

增收1000多元。

李明政还经常帮忙照顾司法智的母

亲，让司法智专心经营理发店，解除了他

的后顾之忧。司法智在李明政的帮助下，

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终于在2018年年

底光荣脱贫。

不仅是司法智，李明政对全村27户

贫困户都格外上心。坚持每天进门入

户、访贫问苦是李明政驻村工作的必修

课，他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态度，不仅增

进了与群众之间的感情，也便于他及时

了解贫困群众的疾苦，及时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

李明政还积极筹措资金，改变村容村

貌，一条宽6米长1公里的通村道路修建

好了、争取50万元对村小学进行了翻新、

10万元的村标准化卫生室也建成了，文

化广场、排水设施、农田机井等全部建好

投入使用……岗头村村民收入增加了，人

居环境改善了，贫困村的帽子摘掉了，还

由贫穷落后村变成了市级文明村。为增

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李明政与村“两委”干部谋划了集旅

游、餐饮、采摘、洗浴于一体的旅游观光项

目——龙山观光园，目前省级集体经济产

业发展资金161万元已到位，基础设施已

开工建设。

目前，岗头村24户67人已脱贫，脱

贫户人均收入达7000元以上，户容户貌

明显改观，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因驻村工

作成绩突出，李明政被评为全市优秀驻村

第一书记和脱贫攻坚标兵，他所在的单位

新乡县发改委也被评为河南省驻村第一

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段永
强邢丽凤）３月24日，走进辉县市南寨

镇孙石窑村文化广场，以鲜红的党旗为

背景墙的文化大舞台，在蓝天白云和太

行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宽敞整

洁的广场上，有人在散步，有人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身体，呈现出一幅祥和美丽

的乡村图景。

这是辉县市强力实施“七个一”基

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村民幸

福指数，助力群众精准脱贫奔富路的生

动缩影。近年来，辉县市坚持“扶贫先

扶志，扶贫必扶智”的工作思路，大力推

进“七个一”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强

力助推全市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辉县结合脱贫攻坚，因地制宜推进

“七个一”建设。与此同时，各乡镇积极

投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将原来

形同虚设的“四室”进行了规范，活动

室、图书室、数字资源室、多功能教室设

施配备齐全，让群众实实在在地利用起

来。而健身广场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

的好去处。

截至目前，该市共建有乡镇综合文化

站22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40个。

在补齐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

同时，该市对已建好的文化阵地加强管

理、合理利用。将文化惠民活动向贫困

村倾斜，开展送戏下乡、送图书下乡等

一系列文化惠民服务活动，真正把“文

化扶贫”落实到“扶志、扶智”上来。以

文化专业人员为骨干，成立“红色文艺

轻骑兵”，持续开展“文艺培训下基层”

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乐享“文

化大餐”，感受到“文化惠民”和“文化扶

贫”带来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李鸿
珍）“疫情期间我打零工的地方关门了，

正愁没有工作，政府就帮我安排了，离家

近、适合我干，还给我们买了意外保险，

真是雪中送炭。”3月18日，三门峡市湖

滨区高庙乡小安村贫困户侯丽娜在湖滨

区益贫岗岗前培训会上高兴地说。

租住在湖滨区前进街道棉纺社区的

贫困户侯丽娜平时主要靠就近务工赚取

收入，受疫情影响，就业一度受到困扰。

在帮扶干部摸排就业意愿中，根据她的

实际情况，前进街道安排她在棉纺社区

疫情监测点工作，解决了她的务工难题。

近日，为解决因疫情务工岗位减少

影响贫困群众收入问题，三门峡市湖滨

区主动作为，安排100余万元专项资金，

针对该区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和已脱

贫户中无法外出务工的具有一定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在全区范围内增设农

村和城市社区益贫岗，让738名贫困群

众走上工作岗位有了依靠，这个数字占

全区1673名贫困群众的44%。

“自从给我安排了公益岗，我天天

都在指定区域清理垃圾、维护环境卫

生，这几天村里开展集中行动，我又主

动参加了清扫活动。”会兴街道马坡村

脱贫户刘全中谈起自己在人居环境整

治活动中贡献力量充满了自豪感。

湖滨区益贫岗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

和当前重点工作相联结，结合网格化管

理要求，为贫困户量身定做，设置疫情防

控监测员、人居环境维护员、污染防治巡

查员等岗位。并由用人单位统一购买意

外伤害保险，可按照工作量、工作项目和

工作时间等执行弹性工作制。

“益贫岗位每年平均收入不低于

7000元，不管是贫困户还是脱贫户都在

工作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统一，为能为湖滨区的一些工作贡献力

量而感到骄傲。益贫岗的增设，不仅解

决了一部分无法外出的贫困劳动力就

业问题，也进一步激发了脱贫内生动

力，提振脱贫信心，增强脱贫后劲。”该

区扶贫办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盛鹏
刘亚文黄晓婉）3月中下旬以来，正是信

阳毛尖上市的好时节，每天下午，光山县

凉亭乡茶叶鲜叶交易市场车水马龙、人

头攒动，来自各制茶企业、合作社、散户

以及周边县市的茶商云集在此，守候着

毛尖鲜叶的到来。连日来，该茶叶鲜叶

交易市场日均交易茶鲜叶3万斤、日交

易额达300多万元，每天的交易现场都

异常火爆。

凉亭乡位于大别山北麓，是“中国

名茶之乡”，拥有茶园面积4.5万亩，人

均茶园1.5亩，仅采摘春茶，人均每天可

采摘两斤左右，一斤卖到100～120元，

每人每日可实现200多元增收。如今，

凉亭乡每年人均茶叶收入超过7000元，

茶叶年产值达1.8亿元，小小的茶叶已

累计帮助两万多人脱贫，并使许多群众

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成了农民脱贫致富

的一个“金饭碗”。

“我和我儿媳妇每天起早贪黑摘

茶，就是为了抓住清明节前这段时间，我

俩一天采的茶叶就可以卖400多元呢！”

茶农陈良珍笑呵呵地说。

该乡现有茶叶加工厂11家，加工大

户307户，在全国各地开茶庄销售茶叶

的有2400人。自20世纪70年代末凉

亭乡开始规模种植茶叶以来，通过连续

举办群众性斗茶活动和春茶展销会，进

一步提升了茶农种茶制茶的积极性，提

升了“凉亭”牌茶叶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此外，邀请县茶叶专业技术人员和本乡

炒茶能手开展技术培训，在县茶办的帮

助下，无偿给贫困户分发优质茶苗，并结

合“多彩田园”“小额信贷”等政策进一步

提升茶农种茶制茶的积极性，因“人人都

有一亩茶”，凉亭乡产业政策享受覆盖率

达93.4%。

3月15日，走进舞钢市武功乡同关

李村一个农家小院，一片红叶石楠红嫩

油光，几棵桃树鼓着花苞，干净整洁的院

子充满生机。一位老人听着收音机，修

剪着红叶石楠。

这位老人叫王胜杰，今年76岁，是同

关李村的五保贫困户。他年轻时曾当过木

匠，靠上门给人做家具维持生计。后来年

龄大了，村民也不再需要上门做家具，王胜

杰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仅靠一亩多地为生，

生活困难。

自2017年被确定为五保贫困户后，

王胜杰享受到了每季度1155元的生活

补贴，同时还有光伏统筹、企业带贫、千

头线、到户增收、电费补贴等资金，再加

上原有的土地流转金、养老金、粮食补贴

等，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该市公路管理局扶贫工作队2018年入

驻该村后，详细了解了王胜杰的生活情况，为

他量身制作帮扶措施：一方面，为他申请公益

岗，一年又多了3000多元，这样一年下来他

能收入1.3万多元。另一方面，常常到他家

帮他整理院子，和他谈心，有意识引导他养

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改变他的户容户

貌和精神面貌。渐渐地，他开始主动整理院

子、收拾屋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有条

有理。工作队还帮他改水、改电、改厕，给他

的屋子搭了顶棚、打了地平、粉了墙体，还给

他送去1000多棵红叶石楠和几棵桃树，栽

在院子的空地上，不但美化了环境，红叶石

楠长一段时间还能卖上一两万元。

王胜杰越过越有劲儿，越过越精神

了，先后添置了电动三轮车、豆浆机、电

饭锅、空调、小冰箱等生活用品，于2019

年成功脱贫。过上好日子的他也很知道

感恩，经常义务为村里保洁、栽种修剪绿

化苗木。

王胜杰感激地说：“现在家里变美

了，我精神头也更足了，我感觉很幸福，

感谢党的好政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安）

“这驻村干部干的事儿真实在，为贫困家庭想

得真周到！俺一定不等不靠早日致富。”3月

17日，提起鲁山县产业集聚区驻村工作队队

长贺庆伟联系爱心人士为孩子捐赠手机的

事，该县辛集乡东肖楼村贫困户梁金秀说。

2018年，在鲁山县产业集聚区办公

室工作的贺庆伟被派到东肖楼村驻村。

两年多来，他出智出力献爱心，与所有贫

困群众结成了“亲戚”，用一件件实事推动

村庄的发展，也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东肖楼村以前是软弱涣散村，班子不

健全，村容村貌差，贺庆伟在辛集乡党委

的支持下，帮该村选配齐了班子，按照村

级组织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设置了相关标

识，2019年8月又选配了村监委会成员。

贺庆伟还带着村组干部和党员到郏县、宝

丰县参观学习，激发争先创优热情，使村

庄多项工作在全乡名列前茅。

贺庆伟发挥自己与企业联络较多的优

势，热心介绍东肖楼村村民到县产业集聚区

内的工厂务工，仅今年以来就先后帮助30

余人实现务工。贫困户张鲜花家在贺庆伟

的帮助下有两人实现了务工，其中张鲜花干

的是缝纫工，月工资超过2000元。

贫困户张新正患轻度脑梗，在贺庆伟

的激励下种了10亩葡萄，养了300只鸡

子。农忙时节，贺庆伟几乎天天义务帮张

新正干活儿。张新正增收致富后，带动6

户村民也发展种养业。如今，东肖楼村的

葡萄及核桃种植面积已接近1000亩。

吴长有、吴石磙兄弟俩都是单身贫困

户，吴长有唯一的女儿多年前去世，留下一

个外孙女吴艳红。吴长有兄弟俩常年起早

贪黑劳作，节衣缩食供吴艳红读完了大学，

如今吴艳红在郑州一家医院工作。去年，

贺庆伟为他们争取到户增收项目资金，扶

持兄弟俩养牛3头、羊20余只，并定期联

系畜牧专家上门进行技术指导。年终，兄

弟俩的养殖业收入加上吴艳红的工资，人

均收入超过两万元。最令吴长有感到自

豪，同时也让贺庆伟感到欣慰的是，吴艳红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随河南医疗

队支援武汉服务了10余天。

每次在村上看到贫困老人生活有困

难，贺庆伟就会拿出点零钱解老人的燃眉

之急。自驻村以来，他先后协调单位及企

业在村庄举行了3次大型捐赠活动。此

次疫情防控期间，贺庆伟联系超市为村民

配送生活必需品，解决群众的生活难题。

贫困户王新建和梁金秀家子女多，而供网

上学习的智能手机少，都是3个孩子共用

一部手机，功课一度落下。贺庆伟知道

后，及时从爱心人士处争取到一部手机和

一台平板电脑，送到孩子的手中。

“东肖楼村属非贫困村，我刚驻村时

有贫困人口31户107人，今年只剩下4户

10人尚未脱贫，我已多管齐下，帮他们发

展种养项目，争取就近务工岗位，一定能

让他们如期脱贫。”贺庆伟说。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司利强
叶中琳 仝北行）“我们家的羊吃的料好，

个个 100 多斤，出栏后一只羊能净挣

1000多元。”3月24日，在杞县西寨乡肖

寨村脱贫户邓玉洲的养殖场，10余只出

栏的羊正在被运上货车。“我们家的羊主

要是依靠本地市场进行销售，一年能挣6

万~7万元。”说起养羊带来的收益和对自

己生活的改变，邓玉洲脸上笑开了花儿。

邓玉洲的养羊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勤劳的邓玉洲早年便在家中以养羊为

生，日子过得朴实且温馨。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小儿子在2014年突然患上脑积水，

祸不单行，不久邓玉洲又检查出脑瘤，相关

治疗费用顿时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尽

管有着农村医保报销，小儿子长时间的住

院以及邓玉洲的手术费用依然让这个家庭

难以承受，负债数万余元。2014年，邓玉

洲一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享受政策兜底，不能依靠政策吃

饭，依靠帮扶扶持引导，不能指望帮扶联

系人搀扶过日子。”身体痊愈后，陷入贫

困的邓玉洲坚信依靠自己“会养羊”的一

技之长，又有“脱贫不脱政策”的制度帮

衬，自食其力过好日子的想法肯定能实

现。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

邓玉洲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贷款4万元重

新养起了羊。凭着过往的养殖经验，仅一

年时间，邓玉洲一家的情况就有了极大好

转，实现了脱贫。

“现在，在我的养殖场内，有70多只

羊，每年还可产出100多只小羊羔。”邓玉

洲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温顺可爱的羊，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会养羊，养群羊，家里有了‘小银

行’。”脱了贫，收入增加了，邓玉洲还不忘

带动其他贫困户共同脱贫。“看到我家里比

较困难，又不方便外出打工，邓玉洲就让我

在他的养殖场干活儿，每天70元，大大缓

解了我家的经济压力。”该村一贫困户说。

目前，肖寨村有3户贫困户在邓玉洲的养

殖场务工，每人每月可增收千余元。

脱贫以后收入稳定增长，邓玉洲家的

小日子越过越好，夫妻俩逢人便说：“从贫

困户到脱贫致富，这一路多亏了党和政府

对我们的帮助。”放眼未来，邓玉洲更是踌

躇满志：“我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带动

更多的贫困户一起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红领
葛鹏菲）“这是2019年的脱贫户韩连奇，

他家共4口人，儿子韩颜旭去年参军入伍，

虽然该享受的各项政策都落实了，但韩连

奇患有哮喘，爱人有智力障碍，韩连奇一

外出家里就缺少人照顾，需要我们经常来

看一看，确保家庭生活不能出现问题。”

“这是2018年脱贫享受政策户于俊英，

爱人前年因病去世，公公韩海水85岁了，去

年腿部骨折导致长期卧床，婆婆双目基本

失明，整日卧床对80多岁的老人很不好，

前期已和残联部门协调解决了一辆轮椅，

便于韩海水能每天出来晒晒太阳，近期将

会到位，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

3月17日一大早，许昌市民政局驻禹州

市浅井镇张地村第一书记彭玉庆正带着新

选派的第一书记张晓雨在村里来回奔波，入

户走访贫困户，查看村内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等，详细地介绍着张地村的情况，一

起谋划着下一步的驻村帮扶工作。

张晓雨是许昌市民政局的一名科

长，是新选派到浅井镇张地村的第一书

记。“张地村位于禹州市的西北部山区，

是省定建档立卡贫困村之一。通过这几

天的走访和彭书记的介绍，我已了解到

村里还有1户1人尚未脱贫，建档立卡贫

困户共195户804人，已脱贫还享受政策

的69户226人分布在村内的11个村民

小组。在彭书记的带领下，在‘娘家’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我有信心能够带领全

体村民集体奔小康，为脱贫攻坚战画上

圆满的句号，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张晓雨说。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稳定帮

扶工作队伍的精神，禹州市53个省定贫

困村的现任驻村第一书记需要继续留任

在村工作到年底，刚下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一线”的现任驻村第一书记就直奔了

脱贫的“前线”，为新选派的驻村第一书

记当起了“老师”，手把手地教起了“徒

弟”，让他们尽快熟悉环境、了解情况，转

变角色、进入状态。自3月12日，禹州市

召开“许昌市派驻村第一书记见面会”以

来，禹州市新选派的144名驻村第一书记

已全部入村开展工作。其中许昌市派28

名、禹州市派116名，实现了省定贫困村、

软弱涣散村等六种类型重点村的全覆

盖，做到了53个省定贫困村驻村第一书

记的“双加强”，为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禹州 53个省定贫困村第一书记“双加强”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刘艳丽益鹏洋

3月26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刘庄村村民在日光温棚内移栽辣椒苗。今春，该村五六一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小额贷款和自筹

资金新建89座日光温棚，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陈臣摄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余文
超）“我们镇立足‘一山（老乐山）一水

（常庄梦里水乡）一世界（豫南农产品交

易大世界）’的资源优势全面提升产业

扶贫工作质量，实现了扶贫产业全覆

盖，为如期完成脱贫任务奠定了坚实基

础。”3月27日，确山县瓦岗镇党委书记

张莉说。

瓦岗镇依托4A级景区老乐山的旅

游产业优势辐射带动开发乡村旅游产

品，鼓励当地农民开办农家乐、乡村民

宿、自驾游宿营地、旅游商品店等，吸纳

100余名贫困群众就业带动增收200多

万元的同时，打造常庄“梦里水乡”，实施

田园综合体产业带动。依托境内的山、

水、林等生态资源和村落、农耕、民俗等

山乡风情，对常庄村独特的旅游资源进

行包装，对常庄村沿河的5个村民组进行

集中打造，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

游，不但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90余

个，每年带动增收60余万元，还每年为村

集体经济收入增加80余万元。

瓦岗镇盛产的西瓜、红薯、夏枯草

素有确山“三宝”之称，该镇立足农产品

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建设“豫南农产品

交易大世界”市场建设，扎根豫南地区，

辐射豫、鄂、皖、苏的特色农产品交易中

心，进一步带动农业产业做精做强。“瓦

岗西瓜”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注

册的商标，瓦岗镇被命名为国家级标准

化红薯种植综合示范基地，瓦岗夏枯草

销量占全国总量的80%，已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认定。该镇通过品牌培育

和龙头带动，提高“三宝”附加值，增加

了农民收益，成了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的“三大法宝”。

截至目前，瓦岗镇从精准识别之初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727户2027人，锐减

到138户211人，贫困发生率0.7%，该

镇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确山县瓦岗镇

产业扶贫让百姓越来越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