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伍军人战贫记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段泓涛郭国平

7月25日，天气清爽，蝉儿叽鸣。在

舞钢市八台镇泥沟陈村村东头的陈记石

磨坊里，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人正在查

看生产的石磨面粉。他就是48岁的退伍

军人、陈记石磨坊负责人陈向阳。

陈向阳18岁参军入伍到东北辽西军

营服役，21岁退伍返乡后到广东打工干

保安，两次被评为“见义勇为”称号。深信

干一行爱一行就会有收获他，凭借一股不

服输的劲头，短短2年时间，就实现了从

“打工仔”到“石磨面粉王”的成功转型。

石磨房里的“新兵蛋子”

1992年12月退伍返乡后，陈向阳赶

上外出务工的大潮，他把2000元退伍费

留给家人后，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南下的列

车，从保安到搬运工、从装修工到司机，公

交车上抓过小偷，水塘里救过小孩，从未

给曾经的军人本色抹黑。

家乡发小打来电话说，家乡美丽乡村

一村一品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需要每个

人参与。在家乡人的召唤下，陈向阳最终

选择了回乡创业。

在部队“文武双全”，打工也是行家里

手，但陈向阳创业搞石磨面却是个“门外

汉”。他在网上查询石磨面粉的相关信

息，又专门跑到外地调查市场，定制了几

套老石磨，2018年年底开始生产石磨面

粉。麦子洗几遍、磨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

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是无从下手。

“开弓没有回头箭，路是自己选择的，

必须排除万难直面挑战。”陈向阳勉励自

己。

面对困难，陈向阳不等不靠，大冬天

5点多就起床忙碌，头戴矿灯，研究石磨

磨出的面味、面香、面色。有时，磨出的面

粉太粗，他就整夜不睡，一直把问题找出

来，才肯休息。为了不破坏小麦中的营养

成分，陈向阳在不改变石磨工作原理的情

况下，加装了低速电机。石磨转速慢、产

生热能低，小麦中的蛋白质、钙、磷、铁和

维生素B1、B2等各种营养成分能得到有

效保留，保证了面粉的口感，而且利于人

体吸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陈向阳的执

着努力下，2018年12月，“陈记石磨坊”

终于磨出自然筋道的“生态面”。

刚开始，很多人只是一斤两斤地买，

回去尝个味道，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老客

户。局面打开后，陈记石磨面供不应求，

并通过网络销往北京、上海、江苏、湖南、

重庆等地。2019年，陈记石磨坊年收入

达五六十万元。

脱贫攻坚中的“排头兵”

作为一个老兵、一名党员，陈向阳积

极响应号召，自觉扛起扶贫帮困的责任。

为了带动全村人发展致富，陈向阳成

立了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心，将全村的

农产品资源进行整合。线下有红薯粉条、

有机土豆、富硒石磨面；线上有农商城、农

品汇。并通过微信直播、朋友圈转发、线

上一元抢等电商平台，大力拓展村内外农

产品的销售渠道。除此之外，陈向阳每年

还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产品1000多单，

使每户贫困户多增收200余元。今年疫情

防控的特殊时期，陈向阳为村里30多位孤

寡老人和贫困五保户购买了价值2000元

的口罩、板蓝根、夏桑菊等防护物品。今

年大年初四，他悄悄把价值2万余元的

2500多公斤石磨面粉送到了舞钢市慈善

总会，对疫情防控表达自己的绵薄之力。

致富不忘乡亲，每到传统节日，陈向

阳都会为村里的贫困户、低保户和老革命

军人送面粉。石磨坊的用工都是本村人，

忙的时候用工七八个人，带动了贫困户一

起脱贫，也带动了村里的其他产业发展；

陈向阳还利用资源优势建起“百鸡园”，圈

养了珍珠鸡、贵妃鸡、火鸡、斗鸡等。

“我感觉自己仍是军人，只是听不到

军号响，换了个训练场……”陈向阳每每

穿着迷彩服工作，都在提醒自己不能忘却

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不能丢失那份汗水

磨砺出的坚毅和执着，都在时刻展现着退

伍不褪色，用石磨面香为乡村振兴和父老

乡亲展示勇于奉献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党晓峰）在禹州市浅井镇土门口村，周文

铎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他和儿

子每天到附近的建材企业上班，父子俩每

月工资7500元。“现在一年收入十来万，

咱不但摘了贫困帽，还开上小轿车啦！”7

月25日，周文铎扬眉吐气地说。

近年来，浅井镇突出抓产业扶贫，帮

助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探索

出一条产业带就业、产业促增收、产业助

脱贫的脱贫致富路子。目前，全镇5个贫

困村已全部摘帽，784户2537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已实现753户2469人稳定

脱贫，贫困发生率由7.42%降至0.20%。

建材产业成为脱贫“发动机”

浅井镇是禹州市石灰石等资源最丰

富的乡镇，水泥、石子等建材业成为全镇的

主导产业。该镇积极实施“强企帮户”工

程，依靠企业的经济优势，组织建档立卡贫

困户与11家企业签订四方劳务协议，由企

业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技能状况，安排合适

的工作岗位，确保每户每年增收5000元以

上。目前，全镇像周文铎一样通过企业务

工实现脱贫致富的贫困户就有270户。

该镇还实施金融扶贫。2017年，禹

州市政府向宜鑫建材有限公司投入带贫

资金1490万元，由公司与301户贫困户

签订金融扶贫协议，每户群众每月可获得

稳定收益金260元，保证每户每年稳定增

收3120元。马沟村贫困户李现彬，每季

度的780元收益都自动打到银行卡上。

“咱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坐在家里都能拿

工资！”他兴奋地说。

国泰、隆盛、天瑞水泥等企业也积极

开展结对帮扶。宜鑫公司出资5万元建

立“爱心扶贫超市”，为自主创业贫困户进

行奖励，投资100万元为马沟村建起幼儿

园。截至今年6月，全镇企业共发放爱心

基 金 632100 元 ，发 放 企 帮 村 款 项

1331400元，成为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重要“引擎”。

特色产业成就致富“多面手”

该镇依托各村资源优势，鼓励支持贫

困群众创办扶贫产业基地、扶贫车间、创

业小院等特色产业，发展扶贫特色经济，

并给予每村5万～10万元奖励。

范家庄村成立“三帅中药材种植加工

公司”，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中药材种子，统一

收购，发展中药材种植300余亩，带动16户

贫困户年增收4000元。该村贫困户吴天

等3人创办了创业小院，加工经营丹参、苦

参、柴胡等10多种中药材，销往河北、天津、

杭州等10多个省市，年纯收入10多万元。

在土门口村，80多亩迷迭香郁郁葱

葱，60亩花椒果实累累。贫困户潘振有

每天在田间当工人。“俺除了每年有土地

流转费外，一天还能拿到60元工钱。”潘

振有满意地说。

书堂村成立“金银花种植加工销售公

司”，按照“公司+贫困户”的产购销模式，

发展金银花 100 余亩，户均增收 3000

元。魏家门村的“棉枣加工”、梁冲村“戏

剧产品”加工、浅井村“食品加工”、马沟村

“养蜂”、小韩村“眼镜包装”、张地村“富硒

面粉加工”、散驾村“花卉种植大棚”、北董

庄“养牛合作社”、土门口村“交通运输合

作社”等，都成为贫困群众的扶贫车间。

“网红”变身电商扶贫“生力军”

在浅井镇，陈垌村网红陈高峰的电商

上了中央电视台，粉丝200万个，年网上

销售收入超过150万元，带动110户贫困

户增收50万元。“上半年虽然受疫情冲

击，但仍发货5000单，销售额超过60万

元，一个直播视频的点击量最多达到30

万次。”7月18日，陈高峰说。

该镇大力宣传陈高峰的电商模式，

鼓励更多人通过电商这一网络销售模

式，脱贫致富。镇政府为陈高峰专门配

了一间办公室，配备电脑、桌凳、货架等

设施，带动全镇发展电商12家，为贫困

户搭起了脱贫致富的网上桥梁。张地村

的石磨面粉、范家庄村中药材、魏家门村

棉枣、书堂村金银花等特产，通过线上线

下共同发力，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有力

支撑。今年以来，全镇通过电商销售的

秋葵油、蜂蜜、“三粉”、柴鸡蛋、杂炣等特

色农产品30000余单，营业额约200万

元。其中为32户贫困户销售农特产品6

万元。

“我们要多措并举壮大产业，并背靠

支柱企业，促进群众就业，实现产业扶贫，

让所有群众共同迈上小康之路。”该镇党

委书记王高伟说。

7月24日，尉氏县十八里镇会庄村贾苗电商服务站，贾苗（右一）与工人们一起忙着把本地的生鲜农产品分发外销。2018年，身

为贫困户的贾苗被村委会推荐为电商管理员。通过在电商培训班的学习，她逐渐成了电商小明星，通过电商将当地丰富的小米椒、咸

鸭蛋、洋葱、冬瓜等20多种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吸纳了20余名村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电商服务站工作。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李新义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28日，记者

从省商务厅了解到，首届郑州食品博览

会将于8月3日至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本届食博会由省商务厅联合商务

部外贸发展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计划展览面积2.6万平方米，约合国际

标准展位1200个。设置综合食品、各

省区市特色食品、餐饮食材、河南特色

食品、食品加工包装机械、乡村农副特

产与电商扶贫六大展区。同期将举办

“新形势下肉类食品行业发展新思路新

征程高峰论坛”“食品企业供销专项采

购对接大会”“豫桂东盟西部陆海新通

道多式联运物流合作洽谈会”“哈密特

色农副产品推介会”等专题活动。

“此次展会是线上线下相互结合，

搭建线上展会平台，并与快手官方、抖

音官方联合，开创‘线上云展会+线下实

景展’的‘双展’新模式。”省商务厅副厅

长高翔介绍，本届展会立足品牌化、专

业化、市场化定位，通过政府搭台、行业

协会架桥、企业主导、市场融入的机制，

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的食品领域品牌

展会。还有批发零售共同参与，活动全

程对市民免费开放，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展企业携带优质的商品与消费者直接

对接，能够大大降低商品的流通和品牌

溢价成本，消费者能以更实惠的价格购

买到更优质的商品。除了现场零售，展

会还将邀请全国的批发市场、经销商、

商超和电商平台等对口采购商与参展

企业举办面对面洽谈对接活动，为参

展商、专业观众及采购商提供现场洽

谈服务，增加企业订单，保证展会的实

效性。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28日记者

从郑州大学获悉，为帮困助贫、减轻经

济条件困难的优秀考生的家庭压力，关

爱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学子，郑州大学

“关爱经济困难学生 暑期提前设岗助

学”活动启动。

据悉，招录对象及条件为：2020年

本科一批（含提前批）报有郑州大学志愿

且最终被郑州大学录取的省内省外优秀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者优先录用：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烈士

子女，单亲、孤儿、优抚家庭子女；父母一

方或双双失业、且无正常经济来源的学

生；家中有因危重病人，而造成家庭经济

特别困难的学生；来自边、穷及偏远农

村、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学习及

生活费用的学生；父母在外地务工的留

守学子；父母因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无

其他经济收入的学生；由于其他原因造

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该活动是利用暑期为报考该校的

优秀贫困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带

薪），通过安排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

动，帮助这些“准大学生”适应校园生

活。该活动自2006年启动以来，共有

934名学生参加，在学校和社会上得到

了很好的评价。学校筹措专项资金，为

参加活动的学生解决食宿、安排勤工助

学岗位（带薪），鼓励优秀考生通过劳动

获取一定酬劳，培养学生自强自立、劳

动光荣意识。

时间拟定于8月25日至9月5日进

行（具体时间将根据高招录取时间和疫

情变化进行调整）。

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8月3日开幕

郑州大学

暑期设岗助学 关爱贫困学子

本报讯（通讯员刘象乾 记者冯刘
克）7月25日，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研

讨会在黄帝故里新郑召开。本次研讨

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讨会、中国先秦史

学会指导，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

研究会、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新郑市

政府共同主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黄帝文化与黄

河文化先后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论

述了“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

“根”与“魂”为黄帝所缔造，以及黄河文

化、炎黄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民

族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全国各地专家

学者的热烈响应，收到论文85篇。研讨

会具有规格高，影响大，参与广泛，成果

丰富等特点，是河南学术界深入学习贯

彻黄河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是对黄帝

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体现，也是黄帝文

化与黄河文化当代应用的策论。河南

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郑州市政协原主席李秀奇说，这次

研讨会聚焦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紧扣

时代大主题，体现了政治的高站位，彰

显了学术的高水准，主题突出，意义重

大，名家荟萃，成果丰硕，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让大家加深理解黄帝文化与黄河

文化是根脉所系、魂魄所依，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
学术研讨会在新郑举行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庆
元 张韶辉）7月25日，南阳市宛城区仲

景街道组织辖区党员志愿者开展文明养

犬、门前五包等宣传活动，以全域党建助

推城市社区治理，着力提高居民环境保

护意识、提升文明素质，全面提升社区治

理水平，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在仲景街道联合党委的号召下，156

名党员志愿者在联合党小组组长的带领

下深入居民楼院向小区居民发放文明养

犬倡议书520份，呼吁居民文明养犬，规

范养犬行为。仲景街道还在辖区主要街

道巷口、居民楼院设置党员志愿者服务

点，引导遛狗居民签订文明养犬承诺书，

并发放牵引绳，倡导居民遛狗拴绳文明

出行，从自身做起，维护市容环境和公共

秩序，推进城市社会文明的进步。

活动期间，来自共驻共建单位的党

员志愿者们积极参与了门前五包、规范

停车宣传及清洁家园行动。

仲景街道以全域党建为引领，不断

强化联合党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引导

辖区党员积极参与到社区各项工作中，

履行党员义务，切实当好文明创建工作

的宣传员、示范员、监督员，助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

走进泌阳县付庄乡马洼村的服饰扶

贫工厂，崭新的厂房，洁净的工区，员工们

正忙碌着一字排开生产衣服。

扶贫工厂的开办，给该村贫困户阮

章兰带来新的春天。来扶贫工厂上班

前，她和老伴陈保山由于身体有病，不能

干重体力活，生活一度贫困。2018年，村

里从驻马店芷瑄服饰有限公司引进扶贫

工厂，夫妻二人来到扶贫工厂上班，让她

解除了烦恼，她在生产线加工衣服，老伴

在工厂厨房做饭，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

误”。

“厂里采取计件的形式发放工资，多

劳多得，中午还管饭，骑电动车就可以上

下班，这极大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我

一个月有两三千块钱的工资，老伴也有

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又可以照顾家里

的老小”。 正在忙着手中活计的阮章兰

说。

“这个工厂以生产服饰为主，主要供

应上海杭州等地，采取‘扶贫车间+贫困

户+订单’的形式，确保贫困户能够稳定

脱贫。在这个扶贫车间，像阮章兰这样

的贫困户还有20多个，扶贫工厂建在村

头，让他们做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让他

们在家门口当上了蓝领。”工厂负责人高

强兴奋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泌阳县付庄乡精准

收集贫困户的就业需求，采取订单式的

服务，依托实际兴建扶贫基地，帮助贫困

户实现了就近就业和稳定脱贫增收。

本报讯 7月27日下午，省自然资源

厅组织召开全系统以案促改工作动员部

署视频会议，贯彻落实全省重点系统和领

域以案促改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全系统的以案促改工作。省纪委常委、省

监委委员韩兆印到会指导。省自然资源

厅党组书记刘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兆印肯定了全省自然资源系统的

以案促改工作，并要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切实提高纪律意

识，确保以案促改取得实效。刘金山表

示，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将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确

保以案促改工作落细落实。（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杜杰）7月22日，由郑

州市企业联合会、郑州市企业家协会、

郑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办的“勇于担

当奉献、彰显企业家精神”2020年全国

企业家活动日郑州分会场活动在河南

省黄河迎宾馆举办。大会表彰了50户

转型创新杰出企业及50位杰出企业家，

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荣获“郑州

转型创新杰出企业”称号，成为郑州市

种业界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科研、繁育、生产、加工、推广于一

体的种业企业。近年来，该公司依托中

国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等科研院校为科技支撑，不断培育出

优良品种。沃丰农业与安徽农业大学

联合选育的抗高温热害1级玉米品种

“金秋119”，被推荐为“国家‘十三五’粮

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大专项”指定品

种，同时被河南省科技厅重点立项——

“抗高温高产玉米新品种‘金秋119’的

示范与推广”，也是河南省种业界唯一

项目。据统计，该品种目前在黄淮海地

区推广面积已突破100万亩。

南阳市仲景街道

全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被评为转型创新杰出企业

陈向阳 返乡创业“磨”断穷根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召开以案促改
工作动员会

泌阳县付庄乡 贫困户家门口当上产业工人

禹州市浅井镇 产业托起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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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马俊）7

月28日，记者从安阳市政府召开的“六

稳”“六保”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1年以

来，安阳市累计投入45亿元，建成高标准

农田340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6亿

斤。

据介绍，安阳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重点从项目建设、示范创

建、建后管护三个方面入手，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

对于2018年以前建成项目区的工程

设施，安阳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全面普

查，对在普查中发现的问题，随后将由各

县（市、区）政府和相关责任部门分类、分

年度逐步整改到位，确保高标准农田项目

建设内容充分发挥作用，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安阳市的粮食

丰收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作新贡献。

安阳市
9年粮食增产6亿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