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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冯佳志通讯员周武申

黄德祥每次出门，都要掂上他那根

枣红色龙头拐杖；这根镇党委发给他的

拐杖，散发着“官方”气息。两个正吵嘴

的村民听到黄德祥拐杖点地的声音，都

会立即住嘴，眼巴巴等着“老祖宗”开腔。

武陟县大封镇孟门村总共有1780

口人，姓黄的超过一半；86岁的黄德祥

在黄家辈分最高，37岁的孟门村党支部

书记黄攀叫他“老祖爷”。

“老祖爷是俺村拐杖队年龄最大的，

麦收前我劝他退下去歇歇，他拐杖捣地咚

咚响，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人老骨头硬，越

老越中用；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只要

有口气儿、不离拐杖队儿！”6月10日，黄攀

说。

黄德祥、黄安康、张书才、姬占学、黄

道军、黄道银、李长英、张书功、李振合、

李三虎共10人组成了孟门村拐杖队，队

员平均年龄73岁；有退职村干部、退伍

老兵、退休教师；其中有4名党员、1名预

备党员；他们都是本家族的公平人、管事

人，他们咳嗽一声，本族在场的子孙都得

把咳嗽憋住。

孟门村是个富村。今年春节疫情来

袭，再三说不让出门，还是有人去邻县县

城聚餐、唱歌。眼看管不住要出事，“老

将们”申请出马，村党支部给他们买来拐

杖，拐杖队诞生了！一则怕雨雪天路滑，

二则是谁不听话扬起拐杖晃晃，就像法

官敲“法槌”。

大封镇党委副书记姬小棉说：“孟门

村是正月初六成立的拐杖队，我们一看

可行，很快就在全镇推开了，全镇32个

村都成立了拐杖队，镇党委给全镇320

名队员配发了拐杖，群众把这根拐杖叫

‘权杖’、叫‘尚方宝剑’！”

姜老辣味大，人老经验多。

6月9日一早，孟门村宋小便和贾文

武因为一棵老宅里的野枸树吵嘴，一方

硬要一万元、一方只赔二十块钱。拐杖

队队员黄道银听见吵嘴，丢下饭碗掂着

拐杖过来了，听完陈述，把俩人嚷了一

顿，从兜里掏出50块钱塞给受损的一方

说：散了，该弄啥弄啥去。

各村“老将”申请加入拐杖队的热

情高涨。

老崔庄村正月初十组建了拐杖队。

村党支部书记宋国庆说，村里有位90岁

高龄的老将积极报名，考虑到他年龄太

大村党支部没有批准。过了几天，他的

三个孩子一齐跑到村里“上访”，说“老掌

柜”天天一大早就坐大门外，不吃饭，不

说话，不理人，要求诳诳老掌柜，让他入

队！宋国庆专门给老人送了根拐杖，任

务是坐自家门口看着门前这道街。

大封镇的拐杖队是武陟县基层治

理体系建设整体构架中的一个分支。

武陟县委副书记胡欣华说，武陟县

从2019年7月开始全面创建以自治、法

治、德治为目标的“支部建设、平安法

治、党风廉政、乡风文明、美丽宜居”示

范村，让党员、干部和德高望重者挂帅，

村村成立专项协商组，老人通过协商

组，带头参与村里事务管理，发挥了表

率作用、惩戒作用、宣传作用、监督作

用，开创了“民事民管、民事民办”的新

局面。

截至目前，武陟县347个行政村成

立协商组1735个，全县近5万名67岁到

79岁的老人中，有约1.5万人是协商组

成员。

明珠尽出老蚌。

马老识途，人老知理。“老革命”参与

解决“新问题”，有效推进了武陟县的平

安建设和乡风文明。

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现在生活

在村里的老人，有身体条件、有时间、有

威望、有能力、有公心、辈分高，作为新乡

贤，他们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力量、是

中国特色基层治理能力的传承者，我们

不但要他们有存在感，还要让他们有成

就感、幸福感、获得感。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年高有德经验

多，拐杖点地有回声。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

6月12日，西华县奉母镇七二村像过

年一样热闹，这天全村村民以股东身份分

红啦！

“乡亲们，现在开始分红！”随着西华

县委书记林鸿嘉宣布，奉母镇七二村集体

经济第一次分红大会拉开序幕，全村

1584名村民第一次以股东身份领取集体

经济分红。分红现场，成摞的现金摆在台

上，成为股东的村民们，比过年还高兴。4

个组的村民代表依次上台，从市、县、镇三

级干部手中接过红包，个个喜上眉梢。74

岁的七二村村民何银周从林鸿嘉手里接

过“股权证”和红包，高兴得合不拢嘴。

“俺村就好比当年的小岗村，小岗村

拉开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幕，我们

这里率先迈出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步伐。”七二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负

责人何世圈自豪地说。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旨在解决农村集

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

护不严格等问题。怎样改？奉母镇党委

书记陈鹏介绍说，具体办法就是让资源变

资产，让资金变股金，让农民变股东。

按照“三变”改革思路，去年10月，七

二村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通过

折股量化，共计总股数2893.47股。今年

夏季，122亩集体土地种的小麦，亩均产

854.2斤，按照市场价格每斤1.2元计算，麦

季集体经济收入125060元。除去30%留

给集体，剩余70%全部用于群众分红。

“我们全家4口人，领到了206.1元！”

“我们老两口，领到了145元！”领到红包

后，村民们争相“炫耀”各自的分红，他们

做梦也没想到，农民也能当股东，分红领

现金。

农民分红为什么这样高兴?这样满

意？何世圈介绍说，这122亩地都是集体

土地，过去被个别群众耕种，租期长、缴费

少，甚至不缴费，不合理，群众意见大。在

改革中，镇、村把这些土地使用权收归集体

经济合作社，为全村农民所有，改变了过去

个别人耕种占便宜，集体收入低的不合理

现象，理顺了土地使用权归属，密切了干群

关系，还能让村民分红，实实在在得实惠。

陈鹏说：“七二村全村村民以股东身

份分红，为奉母镇开了先例，今后这样的

分红会，会更多更好。我们镇在农村集体

产权改革中，共整合集体土地3800多亩，

归集体经济合作社、全体村民所有，种植药

材和经济作物，增加了土地效益，让农民分

得更多的红利。同时，我们把农村集体产

权改革分红与乡村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村

民违纪违法构成刑事犯罪的，取消其分红

资格，违反乡规民约扣分的，使其少分红，

推动了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王松林
刘冠军）装修一新的老人住室、餐厅、活动

室、医疗室、康复室，医务人员随时保障服

务……近日，在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敬

老院，入住的老人称赞说，住在这里比家

里还舒服。

今年卧龙区严格按照“统筹规划，精

心组织，多方筹资，建管并举”的原则，高

质量推进“四集中”（村级幸福大院集中托

管、乡镇敬养老机构集中供养、社会福利

机构集中托养、卫生机构集中治疗康复）

兜底保障工作，奋力建设“首善之区、美丽

卧龙”。

卧龙区还把这项工作拓展到城市社

区，将“六类人员”扩充为“九类人员”，把

社区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纳入

其中。在农村，提升改造敬老院12所，新

建改扩建幸福大院20所。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为峰 张玉保）“不紧不慢，一年七八

万元，种香瓜不仅让俺脱了贫，还致

了富。”6月11日，台前县马楼镇后韩

胡同村脱贫户韩景光自豪地说。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结对帮扶下，

2018年，后韩胡同村建起了7个标准

化香瓜种植大棚，采取“合作社+公

司+农户”方式，以每个大棚每年

5000元的租金，租赁给3户村民种植

香瓜，不仅带动10多人就业，还增加

了每年3.5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后韩胡同村是个传统的劳务输

出村，多数村民长年在外从事建筑、

运输等行业，留守在村里的多是老年

人、妇女和儿童，乡村振兴动力不

足。近年来，后韩胡同村“两委”转变

思想观念，通过土地流转，因地制宜

发展了红薯、辣椒、山药、大蒜等特色

种植业，培育壮大了板材、机动车配

件、绢花、蚊帐等特色加工业，养猪、

养鸡、养羊等传统养殖业红红火火，

打工经济“蝶变”为创业经济，村民的

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作为黄河滩区村，我们着力在

富民强村上下功夫，选好产业，拉长

链条，培育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走

出一条滩区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子。”后韩胡同村党支部书记韩景伟

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
萌）6月12日一早雨还未停，叶县洪

庄杨镇曹李村党支部书记张先锋打

着伞走向了村东的田间生产路。每

天田间地头围着村子转一圈，已成为

他的习惯。他转这一圈，是看看渠

边、路旁的果树和中草药是否该管理

了，以便安排人去干这些活。

以前，曹李村渠边路旁以及村边

地头的闲散地，村民谁抢了谁种。抢

着的村民有收益，更多的村民心里不

舒服——村集体的地，凭什么你去

种？去年，张先锋召集党员和村民代

表开会，商量村集体收回这些土地的

问题。“公家的就是公家的，收回来才

公平合理。”党员和村民代表同意把

这些土地收回来。

就这样，前前后后一共收回了

130多亩土地。今年年初，曹李村在

这些地方种植了梨树、桃树。想着前

两年果树没收益，又在林下种植了板

蓝根等中药材。

果树、中药材是栽下了，可谁来

管？张先锋又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

开会，提出分片管理。把这130亩边

角地分为8个片区，片区内果树和中

草药的收益一部分归管理者所有，另

一部分归村集体。这个想法得到了

党员和村民代表的赞同。张先锋说，

目前他们已经和一家中药材厂签订

了收购协议，这批板蓝根收获后，至

少有数万元的收益。这茬收完后，

还可以再种一茬。“前两年种中药

材，等过两年果树就能挂果了，这

样村集体年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张先锋说。

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

南阳市卧龙区
“四集中”兜底保障老人生活

6月15日，在洛阳高

新区辛店办事处史家沟村

的一座蔬菜大棚里，贫困

户马小环在采摘樱桃番

茄。辛店办事处地处半山

半川区，部分行政村沟壑

众多。近年来，该办事处

因地制宜，流转农民土地

1.5万亩，采取“公司+农

户”的发展模式，发展种植

优质蔬果，沟域经济的发

展带动了当地农民脱贫致

富。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张弛摄

农民股东喜分红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王侠 版式 张峰 校对 黎川红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020年6月 日 星期二 庚子年闰四月二十五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第3999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微
信

16

农村版

拐杖点地有回声

□王民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农村

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农民自治放

在了农村基层治理的首位，把传统由被

管理的村民个体转换为参与治理的“主

体”。 武陟县把新时代这一新要求往实

处落、往细处领、往情治方面引，把村民

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

监督”自主效能最大化，收到的效果显而

易见。

首先是重心下移效能被放大。法治

依靠的是制度和规则，德治仰仗的是风

俗和信念，自治体现的则是法治和德治

融化于内心而支配的行为自觉，需要一

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来完成。七八十岁

的村民，饱含沧桑情来说沧桑事，灯光下

拐杖的投影，就成了划定的底线。这是

乡村社会结构传承已久的独特文化形

态，也是一种乡俗生活的理念选择，更是

一种从众心理的自发遵从。武陟县委一

班人吃准悟透了这种乡情民愿，变“我来

管”为“你来治”，使基层治理的成本有效

降低，村民治理的效果明显放大。

其次是老村民的作用被放大。武陟

县用一根拐杖，巧妙地搅动起老村民这

一群体潜藏的“红利”，在村基层组织发

挥好党的领导保障作用的同时，激活了

群众参与自治的新主体。在多数农村中

青年外出务工的当下，村民自治的办法

在民间，力量也在民间，老乡贤这一群体

就是厚重的智慧资源富矿。他们珍惜村

子的集体荣誉，珍视家族邻里的和睦和

谐平安，乐意管一管左邻右舍的事情，不

仅能够显示权威存在感，而且在不服老、

要管好的心理支配下，追求价值实现

感。武陟县把串门走访的拐杖发放到他

们手中，也同时引燃了他们积极参与平

安建设的激情。“老将出马，一个当俩”，

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力，对乡风文明建设

能够产生“压舱石”的效能。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武

陟县里有答案。

引导农民自主搞自治短评

台前县后韩胡同村发展特色农业

打工经济“蝶变”创业经济

叶县曹李村收回闲散地

“边角经济”带动集体增收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标题新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山沟沟变身
“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14日至15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安阳市专题调研乡

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武国定先后深入到林州市陵阳镇施

家岗村、黄华镇纸坊村和石板岩镇等地，

认真察看村容村貌整治，详细了解村庄

规划布局，仔细询问当地产业发展等工

作；在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李家湾村，

调研了户用厕所改造和垃圾分类等工

作，对林州市通过环境整治助推乡村振

兴、汤阴县建立农村“厕所革命”管护长

效机制的做法表示肯定。

武国定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

村振兴中农村环境的短板，极大地提高

了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要以疫情

防控为切入点，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要根据不同村庄的实际情况和村

庄布局规划，坚持分类指导；要推广农村

垃圾分类“二次四分法”，建立完善垃圾

收运处置体系；要坚持建管并重，大力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要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筑牢乡村振兴经济基础；要探索农村

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激发

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武国定到安阳市进行专题调研时强调

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
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6月14日，在襄城县汾陈镇吕庄村扶贫蔬菜产业园，该镇包村扶贫干部在菜田

了解、查看胡萝卜生长情况。据了解，该产业园采取“党支部十公司十基地十农户”

的经营模式，实现村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古国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