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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

发展民族乐器 助力产业脱贫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河南扶贫印记

鲁山县茶庵村

脱贫攻坚工作受央视关注

禹州市张国权成立种植合作社帮乡亲一起富

兰考县堌阳镇是中州名镇、中国民族

乐器之乡，以生产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

乐器为主。而徐场村就是这个民族乐器

之乡的典型代表。

徐场村有 105户 628 人，耕地面积

1050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户 37

人。

徐场村自古就有生产民族乐器的传

统。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党和政府

的帮助下，该村改善了基础设施，新修了

入村道路，铺设了柏油马路，让乐器销售

变得越来越便利；先后通过普惠授信贷、

“三位一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产业

发展信用贷”、小额信贷等金融扶贫贷款

等为村民发展乐器产业提供贷款616万

元。

随着产品知名度的提高，乐器的销路

也越来越好。看到邻居因生产乐器发了

财，一些常年在外的务工人员也纷纷回到

村里，返乡创业，一下子涌现出了60多名

返乡创业者。同时，也吸纳了周边村庄的

400余名村民到该村务工，家庭式的乐器

生产作坊也由2014年的24家发展到现

在的82家，从业人员达900余人，年生产

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7万台把，琴

弦、琴包等配件产品6万套，年产值达1.2

亿元。

目前的徐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生产

民族乐器，而且每一家都给自己的产品注

册了商标，贫困户已全部脱贫。该村还积

极探索新的销售渠道，通过发展电子商务

拓宽销售渠道，电商年销售额达4000万

元，占销售总量的33%。该村的柳建丽一

家通过生产乐器，年收入达20余万元。

徐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吴昊说，“阿

里巴巴”已计划把徐场村打造成淘宝村，

将带动更多物流、资金、就业岗位流向徐

场村。

在发展民族乐器富民的同时，该村还

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全村不仅通了天然

气、自来水，主街道路面也已全部硬化，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

吴昊告诉记者：“下一步，将进一步提

升乐器的品质和品牌竞争力，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让更多从事乐器

生产的村民能增加收入，过上富裕的生

活！”

在禹州市梁北镇大席店村，曾经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国权，如今却建起了

150多亩的国权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了全

村的致富带头人！7月17日，记者在大席

店村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里看到，各

种农作物和绿化树生长茂盛。在蔬菜大棚

里，张国权正指导工人们忙着除草、松土。

今年46岁的张国权是大席店村一名

普通的农民。2013年，他凑了五六万元，

承包了村里几十亩土地，搞起了大棚蔬菜

种植。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不但

没有赚到钱，反而陷入负债累累的境地。

这一年，备受打击的他又生了一场大病，

全家失去了经济收入。后来，他被纳入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贫困帮扶，张国权

一家有了低保、新农合减免、药物补助、教

育费用减免及补助，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但张国权却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心里仍然有着自强不息的致富梦。

考虑再三，他决定利用大席店村临近

市区、土地肥沃的优势，继续发展大棚蔬

菜种植。2015年，在大席店村党支部和村

委会的帮助下，他投资30余万元，成立了国

权种植专业合作社。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

训，种植的大棚反季、应季蔬菜实现了大丰

收，2018年顺利摘帽脱贫。经过5年多的

努力，张国权合作社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150多亩，种植的品种涵盖无公害农作物、

绿化树、菌类和多种反季、应季蔬菜。“郑

州、许昌、登封以及本地的客商都是开着大

车来地头拉菜，从6月底到7月初，光萝卜

就卖了30多吨，再加上白菜、西瓜，一个月

来销售突破了15万元。”张国权高兴地说。

致富后的张国权没有忘记自己的过

去，更没有忘掉村里的贫困群众。他优先

照顾贫困群众来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带领

村里的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实现了从贫

困户到致富带头人的华丽转身。54岁的

贫困户陈彩芳，丈夫和儿子都外出打工，

她天天到合作社干活儿，守着家门口赚工

资。59岁的贫困户李爱香，在这里上班

不耽误回家给孙子孙女做饭，送孩子上

学。该村6组70多岁的贫困群众张发财

老两口常年都在合作社务工，浇水、除草、

采收蔬菜，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

“合作社浇水施肥用人多的时候，一

天要用30多人，国权总是优先用贫困户，

每年仅支付劳务工资就不低于10万元。

别人每天支付50元工资，张国权就出60

元。”该村党支部书记张长征说。

“一人富不算富，要帮助乡亲一起富。

我自己的日子好起来了，也要尽最大能力

带着乡亲们共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的

心愿！”张国权朴实的言语中充满着信心。

7月15日，在叶县叶邑镇大乔庄村，

弗瑞曼汽车饰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秩

序井然。原材料通过裁版机切割成小片，

6台绗缝机正嗒嗒作响，经过工人裁剪

后，一件汽车脚垫成品便问世了。

“这批货我等会儿再查一下，要是有

问题我再联系你……”弗瑞曼汽车饰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乔珍榕正打着电话。

今年27岁的乔珍榕来自一个贫困家

庭：母亲患有慢性病，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

动力，既要给母亲看病，又要供乔珍榕及两

个姐姐上学，这个五口之家举步维艰。

2014年，该村将乔珍榕家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并对他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

策帮扶，使正在山西上大学的乔珍榕没了

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学习。2017年，大学

毕业的乔珍榕回到了家乡。

乔珍榕的姐姐乔芸玲嫁到漯河后，一

直与丈夫做汽车用品销售。2017年，乔芸

玲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到大乔庄村，利用

村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成立弗瑞曼汽车饰

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互联网批发销售。

同时，与学习金融数学专业的乔珍榕商量，

让他入股，担起公司网络销售的重任。

2017年11月底，乔珍榕迎来了他的

第一笔订单：商丘一家汽车销售4S店与

他取得联系，订了20多套汽车用品。当

时工厂里只有3个工人，20多套订单用了

3天才做完。对方收到货物后，对货物的

做工及质量都非常满意。这个老板便成

了乔珍榕的第一个固定客源。到2017年

年底，乔珍榕共收到十几个订单，加工汽

车坐垫300余套。

乔珍榕生产的汽车用品因质量好、价

格优，得到了合作商户的支持与信赖，渐

渐地，订单越来越多。2018年8月开始，

乔珍榕的接单量爆发性增长，每个月都在

三四千套，每月的纯收益达到了4万元。

“我们有40多个工人，但远远无法满

足订单的需求，现在只能将多余的订单转

包给其他加工厂代做了。”说起现在，乔珍

榕语气中透着自豪。

靠诚信和质量，乔珍榕成功地把生意

从国内做到了国外。现在与弗瑞曼合作

的有来自俄罗斯等国家的30多个客户，

国外订单已经达到了总订单量的一半。

“出口的利润比国内要稍微高一些，

以后我们会把销售的重点慢慢向国外市

场倾斜。”乔珍榕说。

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乔珍榕没有

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工厂招聘工人

的时候，乔珍榕尽可能招一些家庭条件困

难又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村民来上班。

最终，有12名贫困户到工厂上班。

“珍榕对我们可好了，平时出来进去的

总是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拿我们都当自己

人。在这里干活儿既能挣钱，又特别顺心。”

50岁的李凤英是一名贫困户，2018年到工

厂上班，提到乔珍榕时，她一个劲儿地夸着。

“我准备扩大生产规模，争取能让更

多的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幸福美

好的生活。”乔珍榕说。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 记者李燕）

7月22日，夏邑县郭店镇杨吕庙村，成方

连片的养鸭大棚与莲藕水塘相间，“桂柳

蛋鸭养殖基地”里，54岁的村民蔡礼坚

正在鸭棚里忙碌着，不时地给鸭子上饲

料、捡鸭蛋。

2017年，该镇引进广西桂柳牧业集

团种鸭养殖，逐渐发展壮大。此后，以该

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在全县呈

燎原之势。

俗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起

初，杨吕庙村村民对发展“带毛”的蛋鸭养

殖顾虑重重。2017年6月，该镇党委书记

岳德熙领着一班人对桂柳鸭业蛋鸭养殖

项目进行了慎重考察，得出结论：蛋鸭养

殖是一项风险小、投资少、效益好、无污染

的农业产业项目。说干就干，党员干部带

头担风险，主动把好处让给群众。6个镇

干部、4个村干部带头出资建棚，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十几个农户作为养殖户出力，广

西桂柳牧业集团出技术并包销，所得利润

出资建棚户、养殖户五五分成。

2017年年底，鸭棚建起来，开始上

鸭苗。10个月之后开始分红。“2018年

正赶上好时候，蛋价高的时候，一组棚一

天赚1万多元。”一名镇干部说，“我那个

月提了20万元，与养殖户对半分。”一年

下来，14组鸭棚纯盈利582万元！出资

建棚的乡村干部和养殖户当年每人分了

三四十万元。“第一次分红的时候，取出

120多万元现金，现场分红。那几天，大

家争着排队请客。”

现在，整个郭店镇养殖种鸭300组

120万羽，带动贫困户700多户就业，直

接或间接从事养殖的贫困户有1000多

户，年产值近10亿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 葛小平）“今年我利用扶贫小额贷款

买了一套烘干设备，不仅自己种了11亩

辛夷，还大量收购别人的辛夷花蕾，一年

下来能净赚五六万元。”7月17日，鲁山

县熊背乡茶庵村已脱贫户孙宝国在烘干

车间边干活儿边说。在熊背乡茶庵村，

像孙宝国一样脱贫致富的人越来越多。

茶庵村原是深度贫困村，全村175户

居民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55户。近年

来，该村在党的扶贫政策的扶持下，大力发

展养蜂、经济林种植、袋料香菇栽培及乡村

旅游等绿色产业，逐步摆脱了贫困。

在鲁山县环保局及邮储银行平顶山

分行鲁山县支行等帮扶单位的帮扶下，

茶庵村返乡创业退伍军人王东海购进蜂

蜜灌装成套设备，将蜂蜜产品加工及销

售做得红红火火，带动52户贫困群众通

过发展甜蜜事业脱贫，其中梁二国等多

名村民的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

该村还依托两万亩林地资源，发展

辛夷、板栗等经济林种植5000亩，兴建

了13个香菇种植大棚，带动20余户贫

困群众增收；开办了多家农家乐，推动乡

村旅游业蓬勃发展。

截至目前，茶庵村155户贫困户中已有

150户实现稳定脱贫，全村形成了村有集体

经济、户有发展项目的良好局面，人均年收

入达到1.08万元，实现了高质量脱贫。7月

17日早6时38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朝闻天下”栏目报道了茶庵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老高，你又来了，快屋里坐。上次真

要感谢你给我装了有线电视。”7月14日，

尉氏县南曹乡朱坡村贫困户朱木头握着

高军卫的手激动地说。

今年44岁的高军卫，2018年5月担

任尉氏县税务局派驻朱坡村工作队队长

以来，牢记使命真扶贫，扑下身子抓落

实，甩开膀子勇担当，被朱坡村干群亲切

地誉为群众的主心骨、百姓的贴心人。

“贫困户地图”“绘”出扶贫真情路

“朱坡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292

人，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今年将全面脱贫奔

小康。”在高军卫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一

张手绘的“贫困户地图”特别醒目，上面清

晰地画着全村贫困户的分布信息。

贫困户马艳丽的小儿子朱建博，因

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无法到校上学，

马艳丽除了要忙农活儿、家务外，还要

照顾和辅导孩子学习。高军卫了解到

她家的情况后，积极向民政部门申请农

村低保、多方联系寻求就诊信息、赠送

新书包等学习用品激励小建博立志成

才。

村民朱木头，以前是村里的特困户，

高军卫就针对他家重点帮扶，申请低保、

危房改造等扶贫政策，让他家彻底变了

样。如今朱木头家不仅房屋修葺一新，

筑起了新院墙，还新盖了一间厨房和厕

所。朱木头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扶贫

工作队好。

“挂图作战”铆足干劲助脱贫

朱坡村是尉氏、鄢陵、扶沟三县交

界的偏远村庄，全村1766口人，集体经

济收入薄弱，是省建档立卡贫困村。从

到朱坡村的那天起，高军卫就串组入

户，访谈老干部、老党员、致富能手，理

思路、寻对策，逐步认识到：“只有抓好

班子，建强支部，才能更加提振精神、凝

心聚力，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学习教育强党性，确定每月的5日

为“5+N”主题党建日，加强政策宣传和

思想教育，学习脱贫攻坚政策文件，确

保每名党员都学深学透……

高军卫坚持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作为驻村帮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确立了以元胡种植为特色的中药材产

业化发展，目前朱坡村已发展元胡规模

化种植600余亩。

驻村两年多来，高军卫着力提升教

育、基层党建等软实力，加强危房改造等

基础设施建设，朱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2018年年底，朱坡村顺利退出

贫困村序列，贫困户降至7户12人。现

在的朱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安

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党组织成了党员

群众的主心骨。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

叶县乔珍榕加工汽车坐垫让村民家门口就业

夏邑县郭店镇

蛋鸭养殖唱响致富歌

高军卫扶贫路上的“活地图”

□本报记者 肖列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梦琪

驻村工作队在向贫困户柳建丽（左一）了解她家乐器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每件乐器

产品都必须精

细打磨

乐器生产者在直播销售

村民在展

示乐器商标注

册证

干净整洁的徐场村街道干净整洁的徐场村街道
村民过去居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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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在平舆县十字路乡开展的“逐村

观摩整乡推进”活动中，各村党支部书记

纷纷亮出脱贫攻坚的招数：扶贫大棚、扶

贫车间、电商扶贫、特色种植、党支部+合

作社+贫困户……这是该乡近年来实施

“双推工程”，培育带贫领头雁当村党支

部书记带来的喜人变化。

该乡在13个种植、养殖扶贫产业园

和8个扶贫车间成立了1个党支部、20

个党小组，为每个扶贫企业派驻了联络

指导员，携手开展“寻雁”“育雁”的思想

教育、政治培养、重点扶持等工作。对

优秀的扶贫产业带头人，纳入人才库进

行规范化全面管理。

近年来，该乡实施了以“推进带贫

能人加入党组织，推进党员带贫能人成

为村党支部书记”为主要内容的“双推

工程”。在坚持党员标准的前提下，把

符合入党条件，并有入党愿望的种养能

手、农民经纪人、扶贫产业经营者、返乡

创业领办扶贫产业等方面的带贫能人，

作为农村党员发展的工作重点；将带

贫、带富能力强、素质好，为人公道正

派，群众信任、威信高的“双带”型党员

能人，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自“双推

工程”实施以来，该乡已在扶贫产业园、

扶贫车间培养发展党员37人，有4人成

为村党支部书记，占全乡8个村的村党

支部书记总数的50%。

平舆县十字路乡

为脱贫攻坚选好配强“领头雁”

昔日贫困户昔日贫困户 如今致富带头人如今致富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