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尉氏县岗李乡“扶

贫专班”发挥核查、提效职能，找差距补

短板，筑起确保脱贫攻坚成效的“截流

闸”和“拦水坝”。

专班围绕 2019 年脱贫户、边缘

户、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和贫困边缘

的低收入户和人均收入不高不稳的脱

贫户（两非户）及重点户等人群，紧盯问

题短板，深入38个村就档卡资料、入户

调查和账实相符进行逐村“过筛”，核

查反馈各责任组问题清单当晚进行通

报，要求责任组限期立即整改。明确

整改时限到期后，“扶贫专班”不停歇，

再次对各村反馈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重点查看软件资料完善整改情况及两

貌提升成效，对于棘手疑难问题及时纳

入联席会集中会商、研判、解决。截至

目前已走访脱贫户、边缘户、未脱贫户、脱

贫监测户、“两非户”及重点户361户，发

现问题15条，立行立改15条。（陈龙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淑
改)“哒哒哒……”3月22日早上，伴随着

缝纫机清脆的机声响起，宝丰县商酒务

镇张洛庄村兴业鞋帮加工厂又开始了一

天的忙碌生产。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

恢复生产，一天能赶制出鞋帮1000多

双。”该厂负责人张功臣介绍，由于受疫

情影响，造成大量订单积压。3月11日，

在通过了复工复产验收后，厂里一边积

极做好防控消毒工作，一边开足马力生

产，力争早日完成订单。

张功臣的鞋帮加工厂就开在自己家

中，不大的院落里堆满了加工所需的各

种材料。现年46岁的他，个头不高却透

着一股精明劲儿。

2019年7月，一直在外面开大货车

的他突然“转型”，投资十几万元购买设

备在自家院里创办了鞋帮加工厂。

多方考察后，夫妇俩发现村里的留守

妇女多，且都有干针线活的基础，对她们

进行简单培训，就能成为技术能手，非常

适合做手工项目。

“在这干活挺好的，一天工作8个小

时，按件计工资，一天下来也能赚个七八

十元，赚钱、顾家两不误！”村民梁素红高

兴地说。

宝丰县张功臣 建鞋帮厂帮乡亲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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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吴
伟伟）“每天工作一个小时，我一早就

能把任务完成了，剩余的时间还可以

干点零活。一个月增加了399元的收

入，真是大大减轻了生活负担。”近日，

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村民杨喜婉

说。

杨喜婉一家六口人，两个孙子正

在上学，媳妇因尿毒症刚做完换肾手

术，每月的检查费、医药费像一块儿大

石头压在一家人的心里，而突如其来

的疫情更是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正

在愁眉不展的时候，村里通知杨喜婉

签订非全日制公益岗协议，这对杨喜

婉一家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一个小小的非全日制公益岗位，

虽然每月挣钱不过400元，但对于众

多受疫情影响的贫困户来说，却犹如

生活的“救命稻草”，给贫困家庭带来

了脱贫的希望。截至目前，庙街乡新

增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77个，给77个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增加了收入。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于杰
勋董玉强）“真没想到手续这么简单，濮

阳农商银行两天不到的时间贷款就放

出来了。服务真的好，方便高效。”3月

30日，濮阳市妇幼保健院的一位医护工

作人员在获得30万元的“天使贷”后由

衷地赞叹道。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的医护工作者逆行而上、冲锋一

线、勇于奉献的精神感动鼓舞着每一个

人。为向医护工作者致敬，濮阳农商银

行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为医护人员打造

一款专属消费类贷款产品“天使贷”，用

实际行动为他们提供金融支持，贡献一

份金融力量。

濮阳农商银行“天使贷”主要是面

向濮阳市市直卫生医疗单位在岗医护

工作人员的一款纯信用类消费贷款，该

产品利率低、额度高、放款快。自2月

25日推出至今，已为166名医护人员提

供金融支持3178万元，用实际行动向最

美“逆行者”致敬。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罗玉兰胡广才）“老师你们

来了啊。”近日，在通往商城县鲇鱼山办

事处匡店村的主干道旁，一行人刚一下

车，该村高中生徐传亮就高兴地迎了上

去，得知班主任老师要来家访，徐传亮

早早在路边迎接。

为进一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学生在家的安全、学习、心理等方面的

情况，丰集高中对三个级段的学生网上

学习情况进行全面走访调查，深入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留守学生等特殊学生家

庭了解真实情况，鼓励学生关键阶段提

高学习的积极性。

“我们家访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

面临的困难，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帮

助学生在家学好习。”丰集高中校长易

成胜说，在组织家访之前，学校召开会

议，重点听取了各毕业班班主任对本班

学生网上学习情况的汇报，认真研究存

在的问题。

据该县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疫

情期间，该县教育工作者坚守岗位，创

新教育方式，通过电子信件、电话沟通、

走访等方式，给学生普及防疫知识，为

学生做心理辅导，帮学生解决学习难

题，提高了网课学习效率，为学生复学

做好了准备。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米山）3

月31日，记者走进驻马店市驿城区胡

庙乡吴楼村的香椿扶贫产业基地，一簇

簇香椿嫩芽挂满枝头，村民正忙着采

摘。

眼下，是香椿集中上市的大好时节，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香椿市场需求不稳，

有滞销的风险。为此，驿城区胡庙乡吴

楼村乡村两级未雨绸缪，精准施策，解销

售难题，千方百计守住农民“钱袋子”不

受损。

“复工复产后，乡村两级干部主动上

门为俺服务，利用微信朋友圈，进行‘网

销’，几天收入了一万多块钱。”看着一把

把刚采摘下的香椿芽，准备打包上网销

售的种植大户马秀云乐得合不拢嘴。

吴楼村被国家林科院认定为三大优

质纯天然香椿种植基地之一。这里盛产

的谷雨前椿芽以色鲜、味美、无丝、脆嫩

等特点深受人们喜爱。胡庙乡吴楼村依

托当地山区优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红

香椿种植产业，成立了“富森香椿种植合

作社”，引导农户入股合作社，让农户用

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种香椿走上富裕

路。

“今年，气候温度适宜，香椿芽生产

较多，品质佳。复工复产后，周末有不少

市民到园里采摘，再加上网上销售，这几

天香椿价格一路上涨，头茬椿芽更是供

不应求。”胡庙乡扶贫办负责人说。

驻马店市驿城区 香椿带来好日子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实习生王迪）

3月31日，记者从南阳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经与世界月季联合会、绿色

中国行活动组委会商议，报市委、市政

府审核，原定于今年5月7日至10日举

办的绿色中国行走进大美南阳暨中国

南阳首届世界月季博览会，推迟至明年

5月举办。

南阳月季种植面积大、品种全、出口

多，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2019年，南阳

市成功举办了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极大提升了南阳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3月25日下午，卢氏县朱阳关镇涧

北沟村44岁的李瑞东在他贴有“禁止触

摸，禁止吸烟”标语的大棚里忙活。喷

水器不停地洒水，棚里湿度高于80%。

看着棚里的石斛，他说：“还有3.5万棵

小苗等待着移栽到石头上。”

李瑞东口中的“移栽”就是把花两

年时间培育好的石斛苗用钉子或绳子

固定在质地坚硬的石头上，如果石头质

地松软，一到冬天就会风化，影响石斛

的生长；移栽好的石斛苗会紧挨着石

头，从石头中汲取养分，在石头上继续

生根发芽。

据了解，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野生，生命力顽强，多在疏松且厚的树

皮或树干上生长，也生长在石缝当中，

石斛根一般有30厘米至50厘米长。在

国内，石斛有70多个品种，主要分布在

云南、广西、湖南等地，最北到伏牛山。

而人工栽培石斛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

为了让石斛更好地生长，李瑞东模仿石

斛生长的野生环境：在大棚里挖鱼塘养

大鲵，在塘内的大石头上种石斛，在大

棚外养50箱蜜蜂授花粉。

李瑞东有8年的石斛种植经验。在

他的九个大棚里有金钗石斛、何首乌、

鬼箭羽、灵芝、四叶参等名贵中药材。

石斛内含有活性酶，具有抗衰老、抗氧

化，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能，对人体的

肝脏和心脑血管有益处。

“石斛不仅可以作为中药材销售，

也可以作为石斛盆景销售或者卖种

苗。”李瑞东说，石斛可以加工成石斛面

膜、石斛香皂、石斛口服液等商品，用途

很多。

“河北的一家药企每年都来采购，

每次采购的量很大，能达到一吨以上，

我只能供一百多公斤的货。一棵石斛

最低可以卖50元，从2016年到现在，我

每年的收入都有30多万元。”李瑞东说。

说起自己的经历，李瑞东很是感

慨：“以前没有胆量，心里想着咱就是个

农民，经济上也不行；后来领导支持，又

去北京学习、参加培训，回来以后就摸

索着干，我也转变了观念：要做就做别

人没做过的，现在各种种植项目加起来

投资了200万元，其中政府投入48万

元，固定资产达到了500万元。”

现在，妻子做电商在网上销售，李

瑞东在线下销售，两个人靠种植石斛走

出了一条冷门致富路。

最近，李瑞东又发现了一种芽茎繁

殖的方法，从芽茎上培育出新的植株，不

仅繁育新苗快，而且种植起来更简单，成

活率更高。“今年的花苞比去年更多了，

一朵花长一个果叶，一个果叶里面就有

十万颗种子。”看着石头上的花苞，李瑞

东脸上泛起了掩饰不住的笑容……

□本报记者代珍珍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维)

近日，记者来到修武县西村乡西岭后村

探访村民杨新明是如何通过种皂角刺，

让荒山披上绿装带来财富。

西岭后村地处太行山浅山区，环境

优美，但耕地资源匮乏，全村共有165户

61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4户287

人，属深度贫困村。

早年间，杨新明以经营商砼搅拌站

和装修公司起家，是村里人眼中的致富

能手。但是，每次回村，看着村里许多人

还过着困难的日子，杨新明的心里很不

是滋味，便萌生了回乡投资兴业带动乡

亲们一起致富的想法。

2014年，随着北部山区综合治理工

作扎实推进，采石场、水泥厂等重污染企

业相继关停，山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杨新明瞅准机会，返乡办起了修武

县神龙皂角刺专业合作社，并与西岭后

村村委会签订协议，承包了村子附近

6000亩的荒山进行皂角刺种植及嫁接，

为家乡父老开辟出一条就近就业增收的

致富新路子。

经过5年多的努力打拼，杨新明先

后投资1600余万元，植树造林2000余

亩，一个巨大的绿色产业正在山岭上崛

起，凭借距离市区近的位置优势，杨新明

也重新制定发展规划，引入珍贵树种、名

贵花卉、优质果树，要将园区打造成景

区，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游玩。

从项目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后期

的栽种、管护，杨新明始终心系山区的困

难群众。他先后为附近村民提供了数百

个就业岗位，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到合作社就业。从2015年起，合作

社每年人工支出都在30万元以上，先后

有近40个贫困家庭从中受益。2019

年，西岭后村94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

贫。

下一步，杨新明打算继续增加苗木

品种，扩大绿化面积，同时引入社会资

本，打造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生态旅游项目，做强做优产业，当好山

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靠山”。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康帆
刘世博）“咱家恁偏，老师来家访要过丹

江、穿湖北，多辛苦啊，孩子，你要知道

感恩，用成绩回报老师。”3月30日，在

淅川县寺湾镇孙家台村一处普通的农

家小院，当前来家访的老师踏进门那一

刻，淅川县一高高二学生孙浩一家感动

得热泪盈眶。

为保证网上学习不漏一人，淅川县

全面摸排了贫困家庭学生情况，及时统

计上网课有困难的学生信息，并迅速上

报给有关部门，分类施策解决；联合移

动、联通、电信等企业，根据学生实际情

况，推出免费送手机、卡品免费、流量扩

容和宽带优惠等政策，分类施策，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

淅川县各学校精选能力突出、教

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尤其是党员教师

利用钉钉平台、微信学习群进行网络

授课，课后各班教师为各自学生答疑

并批改作业，实施分层教学，进行“点

对点”辅导。学生在线学习时间长

了，难免产生浮躁、懒惰的负面情绪，

“面对面”的激励更胜过微信群里的

千言万语。自河南省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Ⅱ级

后，全县7000余名教师走街串巷、跋

山涉水、访村入户，对学生进行激励，

“面对面”解答学生的疑惑，激发了全

县学生的学习热情。

“王书记不走了，还留在村里继续带

着大家干！”

得到这一消息，村民赵志祥比谁都开

心，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而王浩楷小嘴顿时

噘了起来，拿奶奶的话说，能拴住一头驴。

这是前不久，记者到新安县石井镇元

古洞村听到的稀罕事儿。王书记叫王亚

飞，是县委宣传部派驻村子的第一书记。

2019年年底，按照县里驻村工作要求，要

对第一书记进行轮换，单位对轮换工作征

求意见，王亚飞的选择只有两个字“留下”。

只要捧出心爱一个地方，生命会在这

个地方扎下深根。自2015年8月份开始

驻村，四年多的时间，1600多个日日夜

夜，从县城到村子50多公里的蜿蜒山路

上，已不知道留下王亚飞多少奔波的身

影，这个刚入村白白净净、腼腆得就像大

姑娘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困难压不垮的

“千斤顶”、各种政策脱口而出的“问不

倒”、各种资料烂熟于心的“活电脑”。村

民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村子。

赵志祥格外高兴是有原因的。他曾

是村里的贫困户，养蜂十几年了，但由于

信息闭塞、缺乏销售渠道，日子越过越艰

难。王亚飞驻村得知情况后，认真梳理村

里养蜂情况，发现有十多家贫困户和赵志

祥一样，守着“金山”缺饭吃。王亚飞决

定，让贫困户“抱团取暖”，同时，联系县内

爱心企业进行帮扶。在爱心企业和王亚

飞的帮助下，没过多久赵志祥和其他好几

户蜂农就光荣脱贫了。

王浩楷是王亚飞的大儿子，今年刚

11岁。自从爸爸驻村后，过去可以像麻

花一样缠着的爸爸突然变得陌生了，不要

说让爸爸放学接送自己，就是想见上一面

亲亲热热说上一句话都难。

今年2月8日元宵节，王浩楷忍不住

给大年初二就回村的爸爸打了电话：“爸

爸，妈妈今天煮了彩色的汤圆，我吃了5

个，弟弟也吃了两个呢，你吃了吗？”“爸

爸吃了8个黑芝麻汤圆，比你和弟弟吃的

加起来都多呢！”其实，王浩楷最想听到

的是：“爸爸一会儿就到家了，也给你们

买了好多汤圆！”——遭遇这样的失落早

已不是第一次了，答应看牡丹花，没兑现；

答应去游泳，没兑现；答应买生日蛋糕，没

兑现……爸爸就是一个总说谎的“骗子”。

然而，儿子不知道的是，为了全村人

的健康和安全，王亚飞值勤、发宣传单、

带村医给隔离户量体温，每天忙碌都在

十四五个小时。为了让隔离户吃上汤

圆，感受节日的气氛，他在外出为村民采

购防疫物资时，自掏腰包花了500多元

为隔离户购买汤圆，自己却一个汤圆也

没舍得吃。随后，他还联系爱心企业捐献

消毒液12吨，用于整个石井镇29个村的

公共场所消毒，解决了山区疫情防控物资

紧缺的难题。

扶贫的付出有多大，得到的收获就有

多重。到户增收、科技扶贫、农业种植、易

地搬迁、光伏扶贫、企贷企还、转移就业

……一项项暖心的举措，像春雨浇灌出了

喜人的硕果。2019年元古洞村实现整村

脱贫，村发展产业项目6个、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20万元，产业叠加度、村集体经济

均居全镇第一。

“四面都是山，种地全靠天；家家无余

粮，户户冒穷烟；想过好日子，除非鸡上

天”，这段“顺口溜”是村子过去的真实写

照。而今，这顺口溜变成了：“人穷志莫

短，有山路也宽；家家比致富，户户争模

范；甩去贫困帽，古洞有洞天！”

眼下，借助复工复产的大好时机，王

亚飞又为村子的劳务输出、农产品销售日

夜不停地忙碌着。他说：“要除‘穷根’，自

己得先扎根。一辈子能有一个让自己留恋

的地方，能有一群留恋自己的人，就是人生

最大的幸福，无论再多的付出，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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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西岭后村杨新明

回村种皂角刺绿了荒山富了乡邻

新安县元古洞村第一书记王亚飞

要除“穷根”，自己得先扎根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崔莹莹

尉氏县岗李乡扶贫专班
逐村“过筛”提成效

舞钢市庙街乡
77个公益性岗位
帮贫困户增收

石头上种出致富花

淅川县7000余名教师

入户家访帮学生答疑解惑

濮阳农商银行

3178万元“天使贷”服务白衣天使

商城县

停课不停爱 家访促学习

南阳世界月季博览会推迟至明年举办

3月31日，在河南正阳芯威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来自附近乡镇的贫困家庭人员正在组装电子元件。今年以来，正阳县全面推进

就业精准扶贫工作，出台引导扶贫企业和贫困群众复工就业补贴政策，积极开发就业扶贫专岗，防止脱贫户返贫发生。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