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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强力推进石头村走上了

旅游脱贫的道路，成为南召县旅游扶贫

示范村，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村民增

收的方法也更多种多样。”郝振延说。

和石头村一字之差的山头村，香气扑

鼻。

“2013年，村里建成了投资1亿多

元、占地1000多亩的玉兰生态观光园，

这有农业生产经营、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等。”郝振延说，“现在说到南召，玉兰

就是那张香气宜人的名片！”

郝振延介绍，观光园里以玉兰为主

的苗木品种有70多种20万棵，对面还

建成了徽派建筑风格的玉兰家园社区，

社区居民可依托生态园发展苗木花卉、

搞“农家乐”旅游，生态致富在村里最时

髦。

有美景，有古村，有民宿，能休闲，

南召的乡村游让郑州来的陈晓婷一家

不由得感慨：“没想到省内还有这么多

好玩的地方，回家一定推荐给亲戚朋

友。”

有底气

快到晚饭点，崔太凤关好空调，端

着碗筷去厨房打饭，她看了眼厨房门口

一周的菜谱，小声嘟囔着：“老伴儿咋还

不出来，今天可是他最爱吃的汤面条。”

崔太凤是云阳镇山头村人，今年74

岁的她患高血压多年，腿脚也不太利

索，老伴儿患有肾病，每月都要吃药，儿

女在外打工，老两口没人照顾，便搬进

了幸福大院。

幸福大院是啥？

山头村幸福大院的负责人张秀武

解释，占地1.6亩的幸福大院是山头村

自筹100万元建成的，对村里年老体弱

或身体残疾、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监护

人疏于照顾的老人进行集中托管，上下

两层共有24个房间，可以住40人，每个

房间都配备有床、衣柜、空调、风扇等家

具、家电，还有文化娱乐活动室。

“住这可老享福了！白天下棋看

报，一天三顿饭，顿顿不重样，每天都有

肉，老伴说这里的饭菜比我做得强。”崔

太凤摆摆手笑着说，“每月工作人员都

带老伴儿看病拿药，不要钱，身上的衣

服鞋都是大院免费给俺俩的，被褥也不

要钱，每月还发100元让我们在小超市

买吃的，现在这日子就是最幸福的。”

山头村的幸福可是“底气十足”，全

村因地制宜，大力兴办企业、发展花卉

苗木产业，实现了特色农业经济的规模

化和产业化。山头村党支部书记马长

来说，目前山头村的大小企业有18家，

年产值2.6亿元，涵盖服装加工、汽车配

件、矿山机械、化肥生产、汽车修理、矿

石加工、大型加油站等，村内100多名

留守人员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发展花

卉苗木3000多亩，人均增收达2万元以

上。

日子越过越美的还有白土岗镇大

庄村的韩聚成，每年银行户头多出来

2000元的“好事”，他已经受益两年。

事情还得从“星火计划”说起。南

召县扶贫办主任李立说，扶贫要先扶

智，这是为了激发群众的内生原动力，

规定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通过务工年收

入达到一定标准，申报审批后会得到县

里的奖励，“多出来的钱”是奖励大家勤

奋劳动的“大红包”。

韩聚成是个勤快人，年近70岁的

他闲不住便在家养猪，一年有1万多元

的收入，儿子在外务工收入一年6万多

元。得知政策后，韩聚成申报了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星火计划”奖励补贴，每

年县财政就把2000元奖金打到他“一

卡通”账户。

李立说:“‘星火计划’实施后，大家

伙儿铆足劲儿比发展、拔穷根，自主脱

贫致富的主动性越来越强。”

“收入高，奖励就多。”韩聚成底气

十足，“今年的钱，国庆前就能拿到，我

肯定甩开膀子加油干，日子越来越有奔

头了！”

“百姓的日子幸福，脸上有笑容，

我们就更有干劲！”南召县委书记刘永

国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乡村、短

板在乡村、潜力在乡村，我们要把山地

劣势转化为脱贫优势，变资源优势为

产业优势，才能产业致富、旅游通畅、群

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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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五养八延伸”兜住稳稳的幸福

农行淮滨县支行

提升金融服务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金融服务

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农行淮滨

县支行积极作为，主动扛起“两个责

任”，以提升金融服务力促全县脱贫

攻坚挂牌督战工作。

今年以来，农行淮滨县支行认

真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继续

推进各项信贷产品扩面增量，支持

地方产业发展。支行纪委积极作

为、靠前监督，多次组织人员对脱贫

攻坚挂牌督战金融服务工作开展监

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发送《监督提示函》，对履

职不力的员工进行约谈，并跟踪问

题整改。

今年前7个月，农行淮滨县支

行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1.33亿元，

累计投放扶贫小额信贷2181万元，

累计投放“惠农e贷”5966万元，新

增精准扶贫贷款730万元，有力地

助推了全县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

作。 （李启俊）

从灵宝市五亩乡梁家洼村山脚到杜

仙玲生活的地方，面包车需要向上行驶15

分钟。这条路最窄的地方仅仅能容纳一辆

面包车，旁边就是悬崖，杜仙玲每天都要在

这条路上不断往返，从步行到骑摩托车。

杜仙玲在山上的家是一个土窑洞，一

张木板床、几口锅、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再

加上一台电冰箱就是这个窑洞全部的家

当，窑洞门前的帘子将黑压压的苍蝇隔离

在门外。门外，还种着一棵桑树。在这个

靠山吃山的地方，大自然便是村民生活的

依靠。

辛苦耕耘无所获

杜仙玲出生在有10个兄弟姐妹的大

家庭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里，家里

又穷，她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开始帮助家里

干活。12岁的时候，她便被父母定了娃

娃亲，甚至不知道跟自己约定终身的人是

谁，长得什么样。当时父亲生病半身不

遂，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干农活来维持，

父母给她选定结婚对象的条件就是家里

的兄弟多，这样她就可以少干点农活。但

是结婚后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20

岁结婚后，她和一大家子10口人一起生

活了10年，才有了自己的窑洞。

干农活、在山上打零工、抚养孩子成

为杜仙玲日复一日的生活。依靠给别人

装箱、给果子套袋这种零活，杜仙玲和她

的丈夫一天挣5块钱来养活整个家。

2002年春节前，杜仙玲向姐姐家借

了100元过年，花了30元给孩子买了一

身新衣服，9.9元给自己的丈夫买了一双

皮革鞋，而给自己什么也没有置办。当她

在外面串门时，她的丈夫赶紧让她回来，

她才知道丈夫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

丈夫说：“别人家的媳妇都有新衣服穿，我

家的也要有。”提起这件事，杜仙玲几度哽

咽，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

钻研技巧尝甜头

2016 年，杜仙玲开始通过养猪走上

脱贫致富的道路。起初，没有钱买小猪

娃，她通过赊账的方式赊了9只小猪娃

和饲料，与商家商议等到猪出栏卖了钱

再还。通过这种赊账的方式，杜仙玲开

启了养猪的生涯。丈夫全年在外打工，杜

仙玲从建猪舍、拉饲料、拉水到打疫苗全

靠自己一个人。由于住在山上，饲料有时

候无法进到山里，杜仙玲就用架子车一袋

袋将饲料往山上拉。遇到下雨天，山路泥

泞，路更是不好走。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

一步步学习，杜仙玲现在的养殖规模已经

扩大到100头左右。但是养猪也有很大风

险，2018年，由于猪肉市场不景气，杜仙玲

一下子赔了5万元。这点挫折并没有让杜

仙玲退缩，在这一年，她通过扶贫贷款贷了

5万元，继续养殖并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杜仙玲慢慢掌握了养猪的技术，猪一

旦出现异常情况，她基本上都能够准确判

断。如今，她通过人工授精技术，使母猪

受孕，培养出小猪娃。这种方式不仅节省

了买小猪娃的钱，还使得猪的品种更适合

山上的气候条件，使猪的成活率更高。

养猪致富这条路对于杜仙玲来说走

得很艰难，但是她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她

走向脱贫致富的唯一道路。有心人天不

负，她终于通过辛苦劳作迎来了属于自己

的晴天。2019年，因为猪肉市场价格好，

她赚了16万元，终于尝到了养猪的甜头。

杜仙玲在养猪的过程中，不仅自己获

得了甜头，也在不断地帮助身边的人。在

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全村有6户贫困户通

过养殖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带头致富赢新生

杜仙玲的能吃苦、有能力、热心肠在

全村也是出了名的，她在村民心目中有着

很高的威信。2018年，村里换届选举，她

被选举为梁家洼村妇联主席。2019年6

月25日，她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

员。当上妇联主席之后，杜仙玲负责文化

宣传、环境卫生治理以及村务安全监督等

方面的工作。刚开始任职，杜仙玲在开心

之余，更多的还是担心，担心自己文化水平

不高影响工作。有一次在乡里整理文化资

料时，看到别的人都在整理，而自己不会，

杜仙玲急得只想哭，觉得自己对不起村民

的信任。从那以后，她就一边做一边学，反

复摸索，终于对这些工作驾轻就熟。

在谈到自己担任妇联主席一职时，杜

仙玲谦虚地说，她并没有做好妇联主席的

工作。但是，她对整个村的贡献不是谦虚

就能掩盖的。据五亩乡妇联主席刘淑丽

介绍，杜仙玲不仅能够处理好家里的事

务，村务工作也一样都不落，每天起早贪

黑，喂猪、干农活、处理村务。

在2019年农村改厕时，一些村民不

理解为什么农村还要重建厕所，杜仙玲

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给村民讲述改

建厕所的好处，最后，经她手改造的农户

达70余户。在打违治乱工作中，村民们

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自家门前的东西还

需要整理，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并

带头帮助村民整理家门前的杂物，村民

们看到整理后的家门前变得亮堂了许

多，慢慢地都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在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带领妇女轮流

在卡点值班，并打扫路上积雪，方便群众

出行。另外，她还想方设法为不能出去

务工的妇女寻找挣钱渠道，动员妇女在

家纳鞋底，每一双鞋底能为她们带来10

元的收入，帮助村民缓解了生活的压

力。在杜仙玲的带领下，村民们生活的

环境变好了，挣钱的办法变多了，正朝着

更加美好的生活前进。

一边处理村务工作，一边照顾自家的

猪仔和农活，成为杜仙玲的日常。她起早

贪黑，赶着喂猪、干农活、处理村务。如今，

杜仙玲享受到了易地搬迁政策，搬迁入住

到五亩乡安置小区——龙翔新居，但因为

在山上处理事务、养猪、干农活更加方便，

她大多数时间还是住在山上。

杜仙玲从刚开始的贫困之家到成为

村妇联主席，用苦干和巧干实现了自我脱

贫，用自己的力量带动了村民共同致富。

这是浸透着汗水和泪水的岁月在时光中结

茧的证明，簇拥着她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周武申）

“包帮托养让我这个孤寡老汉心里踏实，

老了老了过上了舒心的日子。”8月31日，

武陟县乔庙镇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老

人，向记者说起“五养八延伸”带给自己的

幸福生活，脸上乐开了花。

杨变泉一生无儿无女，是村里的建档

立卡贫困兜底户。在被托养前，尽管享受

了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和五保户待遇，村

委会主任杨正标也经常来问寒送暖，可老

人心里还是感觉有点不踏实。

今年4月初，武陟县实施“五养八延

伸”扶贫模式，即“集中医养、亲情托养、

邻里托养、慈善托养、包帮托养”，同时，

托养责任人及其家庭，可享受公益岗

位、培训就业、创业发展、金融贷款、家

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

等8项服务。“一户一策、精准定制”，为

杨变泉这样的贫困兜底户量身打造适

合的脱贫方式，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

人。

“我信任村委会主任杨正标。”杨变泉

对前来走访的乔庙镇党委书记王国柱

说。经过协商，杨正标和杨变泉签了包帮

托养协议书，由村委会负责杨变泉生活和

去世后的后事，老人去世后的宅基地和财

物归村委会。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刻，老人

的心里一下子敞亮了。

协议签订后，村委会和小组负责人

张罗着给杨变泉整理屋子、清理院子、铺

设甬道、改造厕所、修建院墙，一些村民

也前来帮忙。杨正标还拉来了压力泵，

一根水管扯进屋子里，打开水龙头清水

哗哗流出。看着家里的变化，老人激动

不已，在大家给他修建院墙的那几天，他

让杨正标在现场高高竖起一面党旗，院

墙上他让用红笔写上几个大字——“听

党话，感党恩”。

改造后，杨变泉家与之前脏乱差的情

景大不一样，一米高的青砖青石镂花院

墙，干净整洁的院子里，火红的鸡冠花在

砖砌的甬道边随风摇曳，甬道边种植的一

片玉米绿意盎然，院子角落里用彩钢瓦新

建的厕所，在太阳光照射下格外显眼。红

砖蓝瓦的老房子，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新

的纱窗和防蚊帘子。

“感谢党感谢政府让我过上这么好的

日子。现在，我没事儿就骑车出去玩，这

不，刚花了2800元买了这辆新电动三轮

车，还不到10天呢。”杨变泉老人抑制不

住心中的喜悦。

像杨变泉这样走进幸福生活的兜底

户，该县还有许多。

乔庙镇前冯堤村贫困户，75岁的孤

寡老人杨凯兰选择的是“亲情托养+包帮

托养”，她的侄女冉光华和前冯堤村的爱

心企业家冯富生兜起了她的幸福生活。

大封镇老催庄村企业家赵向阳，与该

村兜底贫困户邱国太签订了包帮托养协

议。在他们的“包帮托养责任清单”上，每

月、每季、每年帮扶责任项明明白白，大到

贫困户增收，小到资助鸡蛋、奶品数量清

清楚楚写在上面。

为进一步增强托养双方的责任感，建

立了“五养八延伸”评比机制，该县定期对

贫困兜底户家庭卫生、生活质量、精神面

貌等进行评比，对托养责任人及其家庭形

成正向约束机制。由贫困兜底户对托养

家庭进行评价，作为托养家庭是否能够享

受延伸政策的重要依据。

“‘五养八延伸’工作模式，有效破解

了贫困兜底户脱贫难、返贫风险大的难

题，让贫困兜底户生活有质量、兜底有保

障、幸福有依靠。目前，全县465户兜底

户，‘五养八延伸’实现了全覆盖。”武陟县

扶贫办副主任王吉星说。

9月1日，在西峡县五里桥镇前营村白庙民俗文化村，一个小姑娘在爷爷的引导下，识别墙上悬挂的农具。近年来，该镇倾力打

造农耕文化街和手工作坊街，供游人欣赏，让游人记住乡愁，体验老家生活，同时兴起白庙街会，实现了历史与风景相映、文化与生态

交融。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记者白正春 通讯员张志茹 文/图

“巧媳妇”杜仙玲

（上接第一版）这个时候，驻村第一书记

靖会平来到张久爱家，询问孩子的录

取情况，张久爱和她说了自己的担忧，

靖会平对她说，如果农民不能接受高

水平的教育，则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

度上积累贫困，陷入‘家庭收入低—没

钱投资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

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

低收入者’这样一种贫困代际传递而难

以自拔的境地。孩子争气一定要让孩

子顺利入学就读，学费生活费方面有教

育扶贫政策，驻村工作队也会积极帮助

筹措。听了第一书记的话后，张久爱暗

自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一定要把儿子

培养成才。今年张久爱的儿子已经大

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干了一年多保洁

员后，张久爱也开起了自己的家政公

司，带领村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技能共

同致富。”

听梁海磊讲完张久爱的脱贫故事，

村民们都啧啧称赞。

“理论只有到达群众，才能产生巨

大力量。”当天的宣讲会现场，除了提前

接到通知的贫困户，其他村民都是临时

自发赶来的。有的村民边听边看着孩

子趴在椅子上写作业，有的村民刚巧骑

着电动车外出归来，索性就坐在电动车

上听起来。宣讲结束时，已是暮色四

合，村民们仍在回味谈论一个个鲜活的

脱贫励志故事，想必在他们心中，对“志

智双扶”也有了新的认知。

宛城区“百姓宣讲团”开始于2010

年。为“让党的创新理论离百姓更近更

亲”，宣讲团分赴城乡社区、学校、机关

等，“对接上情，融合区情，适应民情”，

组织“微课堂”，开展“微宣讲”，先后设

置有关乡村振兴的主题党课和培训课

140多个，培养“群众教员”，组建“明星

团队”，通过群众讲给群众听、群众演给

群众看、群众带动群众学等丰富的宣讲

形式，开展各种宣讲活动3500多场次，

受益20多万人次，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

广泛欢迎，逐步实现了“百姓宣讲”的制

度化、规范化、长效化，“百姓宣讲团”已

成为宛城区打通理论通往民心“最后一

公里”的有力抓手。

村口的“脱贫故事会”

南召 唱“山歌”念“林经”踏上幸福路

走进开封市杞县湖岗乡宋院村，街

口墙壁上张贴的村民们朴实的“笑脸”格

外抢眼，他们绽放着不一样的笑容，却谱

写着共同的幸福乐章，被村民们称为“笑

脸墙”。这面由村民们的笑脸组成的“笑

脸墙”是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村民们

的灿烂笑容，是村里变化和村民们幸福

生活的最美体现。

“以前，每逢下雨，俺村大部分街道

就会泥泞不堪，村民出行十分困难；那

时候，村里还没有实施安全饮水工程，

村民们大都是跑到其他村拉‘自来水’；

农田里，百十亩田地还见不到一眼机

井，俺们给庄稼浇水十分不便。”宋院村

村民孔红星告诉记者。

近年来，为了改变宋院村的落后面

貌，该乡党委、乡政府立足宋院村实际

情况，积极申请项目资金、认真谋划产

业发展，在该村驻村扶贫干部及村“两

委”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宋院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该村已完成了

5.1公里长的村内道路建设；全村870余

户群众全部用上了自来水，解决了吃水

难的问题；农田里新打了10多眼机井，

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灌溉庄稼。

“现在村里的路修好了，有自来水

了，浇地也不用发愁了，俺们的生活可

真是越过越好！”该村村民刘少芝说起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时笑得合不拢嘴。

不只是刘少芝，村里的其他群众无一不

“点赞”村子的变化，群众脸上的笑容就

是最好的证明。

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绿化美化村

里的人居环境，该村还充分利用空闲

地、边角地，积极谋划实施了“果木林”项

目，在全村范围内种植了1500余棵梨

树，预计到梨树挂果收获时能为村里带

来3万元左右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宽阔整洁的街道、安全洁净的自来

水、新打的机井、扩建的乡村大广场”，这

些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改变了村里的

面貌，极大地满足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

所需，增强了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是

为了群众，群众的笑脸是对我们各项工

作的最好奖励、最大激励。”该乡党委书

记郭宏丽这样说道。

“笑”出幸福新生活
□本报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李永建司利强 叶中琳

苦干巧干带头干
——记灵宝市梁家洼村妇联主席杜仙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