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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焕成脱贫记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韩董庄镇杨厂村

产业带动助脱贫 风清气正树新风

邓州市突出“三化”落实 助力教育扶贫

温县“两不愁三保障”助力脱贫焕新生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河南扶贫印记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韩董庄镇杨厂村，位于黄河

以北的高滩区，距离郑州市区仅20分钟的车程，区

位优势极为突出。该村拥有耕地3088亩，辖4个自

然村，共有656户3138人，是全镇最大的行政村。

5年前的杨厂村，是一个出名的省级贫困村，基

础设施落后，村里秩序混乱，群众生活困难，仅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达164户714人。

2017年11月，河南省委办公厅选派李汝江担

任杨厂村第一书记。3年来，他多方筹资，先后协调

实施了30多个基础项目，硬化了22公里的村中道

路，安装了460盏太阳能路灯，修建了8000米长的

排污管线，对村内主干道进行了整治，让村民用上了

天然气，对560户进行了厕所改造，红色文化广场正

在兴建中。

2018年，李汝江引进了以净菜加工为主的河南

由甲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每天为“三全”

“思念”“白象”等企业配送200余吨净菜，快速带动

了杨厂村及周边村的蔬菜种植。该公司先后流转村

里土地2000余亩，带动周边2000余人就业，为贫困

群众提供了80余个公益性岗位。目前，村里已经有

蔬菜加工、食品加工、光伏科技和家具生产等10余

家企业，村集体收入不断增加。

为丰富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该村相继组

建了戏剧班、舞蹈队、盘鼓队和模特队，每逢节假日，

大家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给群众带来了欢乐。

为提升群众素养、改变生活中的陋习，该村修订

了村规民约，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孝善理事会，并开

展了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和脱贫光荣户等评选活

动；每年还组织广场舞大赛和戏迷擂台赛，群众参与

文化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

高。

现在的杨厂村，乡风文明，风清气正，村民收入

连年增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产业扶贫的带动

下，全村16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有162户成功脱

贫，剩余的两户贫困户将采取政府兜底的办法脱贫。

李汝江说：“目前，杨厂村的村落规划已经完成，

地下管网铺设也已完毕，美丽乡村建设正如火如

荼。接下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壮大产业上下

功夫，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杨厂村的明天会更加美

好！”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闫文静）

“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6月

16日，是温县的扶贫蹲点日。武德镇苏

王村村民郑绵绵冒雨来到村委会大院，向

驻村第一书记孙瑜阳和温县政协驻村帮

扶工作队分别送上锦旗，感恩党和政府对

她家的关心和照顾。

“3年来光看病就花了将近 100万

元，要是没有党和政府的照顾，我们这个

家就垮了，心里有太多感动无法言语，只

能送上锦旗表示感谢……”郑绵绵激动

地说。

2017年，30多岁的郑绵绵被确诊为

白血病，两个孩子年幼，丈夫陪她到处求

医治病，家里仅靠婆婆打零工挣取微薄收

入，高额的医疗费用、巨大的心理压力使

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绝望。该县政

协驻村帮扶工作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

将她的家庭动态调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开通绿色通道，帮助她向民政、医疗部门

申请救助资金，还经常上门嘘寒问暖，精

准提供医疗信息，鼓励她积极接受治疗，

使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今年5

月，她到省肿瘤医院复查，医生确定她已

经康复。

“现在，我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爱人

也能安心去打工了，家里的日子会越来越

好的。”谈起今后的生活，郑绵绵满怀憧

憬。

像郑绵绵一样重获新生的，还有该村

村民任晓峰，同样身患白血病的他，通过

驻村帮扶工作队及时将他纳入建档立卡

贫困户，享受各项医疗扶贫政策，做骨髓

移植花费的49万多元医疗费报销了46

万多元，极大地减轻了家庭负担。现在的

任晓峰已经开始外出务工，压在全家人心

头多年的阴霾一扫而去。

据了解，2016年以来，温县政协驻村

帮扶工作队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先

后为苏王村争取各类资金300余万元，完

成了供水管网和排水管道铺设、道路维

修、幸福院建设等12个项目建设，2019

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6.8万元，有力地推进

了脱贫攻坚任务落实。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延
丽 朱永奇）近日，在邓州市张村镇赵家

村的张志满家，刚刚挂牌成立不足一个

月的“志满家庭农场”小院里，传来一阵

阵欢声笑语。该村成人学校教师、驻村

第一书记樊子刚，带着两名技术人员，一

起来和张志满探讨黄牛养殖的一些技术

难题。

“刚开始在学校的帮助下，买了两头

母牛，现在已经发展到了12头。年前，还

卖了5头牛，直接增收5万多元，这下可算

彻底摆脱贫困了。”张志满高兴地说。

张志满是该市“精致化”开展贫困家

庭技能培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邓州市

突出“三化”落实，全面助力教育扶贫。

“精致化”确保“虚事”不虚“实事”更

实。“一说贫困家庭技能培训，大家总认为

是‘虚事’，主要还是它容易落空，一旦人

员确定不精准、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贫

困户没有兴趣，培训的成效就一落千丈。”

该市教体局主抓学生资助工作的党组成

员段志伟说，“因此我们提出了‘精致化’

谋划的目标，个性化地为他们制定计划、

进行培训。”

据了解，该市以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和

28个乡镇（街区）成人学校为阵地，因人

制宜，或订单培训，或送教上门，对贫困家

庭劳动力开展了各类知识讲座及技能培

训。每年可以召开各类讲座30多次，组

织培训班60余期，累计完成培训7000余

人次。

“精细化”实现各项工作高质量落

实。作为教育行业扶贫工作最重要的职

责之一，学生资助工作如何做到精准定

人、精准施策、不漏一人，历来是教育扶贫

工作的一项重头戏。为此，该市每学期开

展两轮万名教师大走访、大宣传、大排查、

大整改。

“万名教师大走访、大宣传、大排查、

大整改，彻底澄清并解决了各学校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受资助、义务教育学生就学情

况及问题，真正做到了‘应助尽助、不漏一

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市共为

9430名建档立卡学生协调发放了2020

年第一批资助金431.97万元。”该市教体

局局长冯明雨说。

“精品化”让教育扶贫工作亮点频

出。为加快贫困村学校建设，助力贫困村

学校早日实现提质增效，该市提出了“精

品化”实施贫困村学校项目建设的目标，

为全市所有42个贫困村学校规划了建设

项目，2019年以来，共统筹“维修改造”等

资金329万元，用于8个乡镇的9个贫困

村学校建设。

据统计，近3年来，该市共为农村学

校定岗招聘教师1235人，新补进的640

名特岗教师全部分配到了农村偏远学

校。每年有60余名城区教师到全市贫困

村学校支教，上示范课、公开课、观摩课，

与贫困村教师结对子。

地里种有中药材，门前藕塘里养

着泥鳅和鳝鱼，院里大棚里摆着一垛垛

发满菌丝的菌菇菌棒，屋内，刚买的空

调吐出一丝丝凉风，崭新的液晶电视机

里正上演着精彩的节目……对比5年

前空空荡荡一贫如洗的家，上蔡县齐海

乡翟庄村村民朱焕成不由得感慨：“真

没想到现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5年

前我穷得叮当响，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快

不但甩掉了贫困帽，还一脚跨进了小康

生活！”

2013年，朱焕成被查出患有直肠

癌。一辈子跟庄稼打交道的汉子被吓

蒙了，“当时也不知道该咋办，医生说咋

弄就咋弄，然后花钱就跟流水一样。”

没病之前，朱焕成是村里有名的庄稼地

里的“能人”，一家人的日子比上不足比

下有余，年底手里还能有余钱。病了之

后，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哪应付得起“如

流水般”的医药账单。2016年，朱焕成

抗癌成功，不仅花去了他半辈子的积

蓄，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你是没穷过，体会不到穷是啥滋

味。”50多岁的朱焕成没想到老了老了

竟然被“穷”困住了身，而且被困得死死

的。病好后的朱焕成瞅着一贫如洗的

家整日寡言少语，天天感叹：日子真难

过。当年，他家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驻村工作队在给他家送来米、

面、油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同时，还帮

他办理了医疗、房改、种植补贴等帮扶

政策，一家人的日子稍微出现了转机。

为让朱焕成重拾信心，驻村第一书

记赵廷学一有空就去朱焕成家坐坐，跟

他聊天、谈心。村里组织技能培训、种

植养殖项目推广、观摩学习、文娱活动

等，赵廷学第一时间通知朱焕成，请他

去参加。长此以往，朱焕成的心被暖透

了，不但放下了要“穷到死”的执念，人

也逐渐开朗起来。

在村里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朱焕

成尝试发展中药材种植，家里的地一年

种两季，一季种自己拿手的小麦，另外

一季发展中药材。他积极参加村里的

菌类种植培训，自主发展食用菌养殖，

高峰期菌棚内有1万个菌棒。

在去城里买东西时，朱焕成发现野

生泥鳅、鳝鱼备受餐厅欢迎，而且市场

售价很高。回到家后，他在自己家门口

空置的宅基地上挖了个简易坑塘，在养

泥鳅、鳝鱼的同时种植莲藕。农闲之

时，他力所能及地在村里打零工、在县

城周边打散工。看到朱焕成一天到晚

忙碌的身影，邻居都说他像换了个人。

“现在一年能有七八万元的收入，我

感觉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劲儿，我这条命

捡回来得值！”朱焕成的蜕变让大家刮目

相看，成了全村有名的脱贫榜样。 2019

年，朱焕成如愿还清外债，摘掉贫困户帽

子，并被评为上蔡县脱贫标兵。

“兄弟你们仨上地块的东边除草，

嫂子你们四个给瓜苗追点肥。”6月14

日，家住方城县古庄店镇苏庄村的李永

山正在组织7位工人分工劳作，忙得一

刻也闲不下来。一场久违的喜雨后，李

永山的花椒园内种植的农作物在甘霖

的滋润下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李永

山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李永山今年50岁，对人诚恳、热情，

如今已脱贫8个月了。别看他现在有了

自己的花椒园，雇了工人，可4年前，他

的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原来，李永山

在外务工摔成重伤后，不但花光了所有

的积蓄，还沾上了赌博的恶习，对生活失

去了信心，就连唯一的女儿也看不惯父

亲的所作所为，断绝了来往，这成了李永

山的一块心病。

2017年11月，李永山家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低保救助、危房

改造，并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实施企业带贫等帮扶项目，在帮扶

干部的努力下，李永山眼前的困难很快

得到解决。

“刘书记，帮我贷点款吧?我想养牛！”

李永山萌生出发展养殖业的念头。可令

人意外的是，该镇党委书记刘荣丽把他申

请小额贷款的资料递交到银行后，却遭到

了银行的拒绝。银行提供的征信报告显

示：前些年，李永山因网贷2000元买了部

手机，出现了多次逾期记录。

“主动要求发展产业是好事，但千

万不能把他们惯成‘伸手户’，扶贫小额

信贷不是‘救济款’‘消费款’。”刘荣丽

心里清楚，要想真正拔掉“穷根”，必须

扭转他们“等靠要”的思想。为激发贫

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彻底摒弃部分群众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

错误思想，2018年5月，在该镇党委的

组织下，苏庄村开展了“智志双扶”促脱

贫活动，每次开展活动或外出学习，村

里都要求李永山参加。

尽管并不清楚干部们“葫芦里卖的

是什么药”，李永山还是按时参加村里组

织的“智志双扶”活动，甚至到南阳、信

阳、郑州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从上门

“请”到主动学，通过两个月的磨炼，李永

山放下了思想包袱，精神面貌发生了变

化，他还专门给刘荣丽写了一封感谢信。

接到李永山的感谢信，刘荣丽的心

情久久不能平复，她被信中真挚的文字

深深地感动着。她立即召开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会议，商讨李永山下一步的

帮扶措施。会上，刘荣丽当场表态，李永

山有养牛的想法，资金不够，自己愿意资

助，这次让人意外的是李永山拒绝了。

李永山说：“通过‘智志双扶’学习，我

懂得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要再靠党和

政府及刘书记的资助，我还算是个男子汉

吗？因为脱贫不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

的。所以，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不为别

的，一为自己争气，二为政府争光。”

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和分析，根据

李永山的实际情况，决定帮助他发展投

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特色种植业。

在村镇帮扶干部的帮助下，李永山一口

气流转了12亩土地，加上自己原有的3

亩耕地，土地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亩，通

过科学规划，他在地里种上了100棵花

椒树幼苗。

2019年年底，李永山不仅脱了贫，

还被评为村里的“脱贫标杆”。这下，李

永山的干劲儿更大了。翻开他家的账

本，2019年总收入达4万余元，比一般

农户还要高。眼下，他又有了新的规

划，不但挖了鱼塘准备养鱼，还计划把

花椒种植扩大到100亩。

李永山的“脱贫答卷”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董振万

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扶贫必扶智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白贺阳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刘润琪）“大娘，您家在住房、用电、饮

水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驻村工作

队、帮扶干部近期有常来您家或是跟您

联系吗？”6月18日，沈丘县纪委监委派

驻周营镇监察室主任赵旭来到辖区张营

村走访，详细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群

众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

困难。

为持续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

果，确保脱贫摘帽后“不摘责任、不摘政

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该县纪委监

委、乡镇纪委监察室、村（社区）三级联

动，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确保脱贫成效

成色足、效果好、群众满意。

在具体操作中，该县纪委监委要求

22个乡镇（办事处）结合当前“小网格大

走访全覆盖”专项行动工作，重点走访边

远贫困户、残疾人特困家庭、低保家庭等

“四类”监测户，深入一线暗访了解“四个

不摘”情况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做细做实村级监督。

目前，全县22个乡镇（办事处）纪

（工）委，578个村（社区）村务监督委员会

充分发挥“一线”监督、“驻地”监督、常态

化监督作用，实现监督全覆盖、无盲区。

沈丘县

聚焦“四个不摘”护航脱贫攻坚

河南台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女工在焊接电池杨厂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员工在采收木耳

李汝江（左一）在河

南由甲田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行

与用工情况

整洁的村中道路

保洁员在清理街

心花园花圃中的杂草

杨厂村昔日泥泞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