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县胡进宝由贫困户逆袭致富带头人勇当拓荒牛拓荒牛

过去怕过年 现在盼过年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巫鹏

2月20日，在宝丰县观音堂林站滴水崖村

一处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里，村民胡进宝和妻

子正在清扫院落。

“去年，我种的花椒收成不错，养的1000

多只柴鸡收益也不赖。新的一年，我得多学习

种植、养殖新技术，铆足牛劲儿奔富路。”胡进

宝高兴地说。

今年48岁的胡进宝家有5口人，93岁高

龄的老母亲体弱多病，一儿一女正在上学。前

些年，因患有严重的腰椎病，胡进宝卧床一年

多，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妻子一个人在外务工支

撑。康复后，胡进宝不能干重体力活。2014

年，胡进宝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到了扶持政策，全家的日子有了明显改观。

在林站党委的支持下，滴水崖村村干部和

驻村帮扶队员为胡进宝量身定制了详细的帮

扶计划和帮扶措施，送他参加花椒种植技能培

训，帮助他发展花椒产业。学有所成后，胡进

宝承包了村里的150余亩荒山，种植花椒，并

搞起了林下养殖。如今，凭着吃苦耐劳的精

神，胡进宝的种植、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年收入

十几万元。

胡进宝不仅依靠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还

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现在，有10多

名村民在他的花椒种植基地里务工。

“说实话，以前最怕过年过节了，家里没钱，

想准备点年货都作难。”提起以前的经历，胡进

宝打开了话匣子，“以前过年能吃上一顿肉就知

足了，孩子想吃糖都不舍得给买几个。今年，咱

年夜饭鸡鸭鱼肉啥都有，还给孩子买了几套新

衣裳，一家人都开心得不得了。现在是幸福的

日子比蜜甜，天天都是过大年……”胡进宝一席

话，引发现场一阵笑声。

鹤山区在校大学生坚守防疫一线甘当孺子牛孺子牛

家乡温暖学子 学子回报家乡
□本报记者李萌萌

2月20日，一排穿着红马甲的年轻人站在

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中马驹河村的大门口，

对过往的人进行登记、测量体温。他们都是在

校大学生，今年回家过年，他们都想为家乡做点

事。

搬迁后的城中村，社区大门高耸，新房整

齐划一。说起村子的变化，老党员、村支书牛国

文笑得合不拢嘴：“村里党员每天都义务为老百

姓打扫卫生，大学生坚守防疫一线，义务辅导学

生，也成了村里最坚强的‘韧带’。”

2018年，村支书牛国文承诺本村高考的孩

子们，只要考上本科村里奖励每人2000元奖

学金，当年高考的孩子们拼搏的牛劲儿上来了，

村里一下子走出去4个本科生，他东拼西凑，兑

现了许下的诺言。至此，这个规矩就定下了。

2019年，村委会奖励了4个本科生，2020

年，村委会奖励了5个本科生。

今年春节前夕，大学生们回家后纷纷向他

报到，要求为村里做点事。次日，牛国文在村

委会的大喇叭里集结了8名在校大学生，商量

着义务辅导全村三至九年级学生学习，8名在

校大学生毫不犹豫答应了。他将村委会的“红

色网络家园”办公室腾出来，摆上桌椅供孩子

们读书。

“家乡温暖了我们，我们也应该用一己之

力回报家乡。寒假里的作业有些家长辅导不

了，义务辅导既替家长看了孩子，又教了孩子

知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牛胤凯介绍，为了

能使人员更加合理分配，他们将疫情防控和义

务辅导分成两队轮班交换。

“孩子们很有担当，疫情可控才答应他们

参与的，有了他们的参与，全村人的行动都变得

自觉了。”牛国文和村民都为这群孩子一个月的

努力点赞。

栾川县朱爱琴辛勤养牛做艰苦创业老黄牛老黄牛

养牛越多 日子越牛
□本报记者张莹

2月23日一早，栾川县庙子镇杨树底村朱

爱琴来到自家院子的牛棚前，给牛添上玉米

秆……牛棚里4头白牛健壮喜人，伏牛山山脚

下的小院飘来山村特有的烟火味道。

“过年7天，我在家天天早晚喂牛。母牛

到阴历二月份会再生一头，那时候就有5头牛

了。”朱爱琴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

洛阳师范学院驻杨树底村第一书记史恒

涛告诉记者，朱爱琴2017年评上建档立卡贫

困户。朱爱琴家里有5口人，丈夫常年有病不

能外出打工，还有百岁老人需要照顾，两个孩

子当时都在上学，全靠政府救助和百岁老人的

高龄补贴维持生活。

“这头母牛是帮扶单位给我家捐赠的，价

值11500元呢，后来又捐了3400元盖了这座

牛棚。在第一书记的帮助下，通过3年多的努

力，现在发展到了4头牛，估计价值5万多元，

我家彻底脱贫了！”朱爱琴高兴地说。

“你这牛养得可真漂亮啊！”记者赞扬道。

“我经常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喂牛，学习了

很多技术。冬季和夏季都喂玉米秆，在牛喝的

水里添加大量的豆腐渣以及用泔水来喂。”朱

爱琴说，她爱人是村里的保洁员，每个月都有

工资。去年6月，儿子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

小女儿现在郑州师范学院上大二。牛年春节，

一家人在家过了一个幸福年。

“现在你又赶上了好政策，刚刚出台的中

央一号文件，将从脱贫之日起设立衔接过渡

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记者告诉朱爱琴。朱爱琴说：

“脱了贫还要加油干！我们会继续努力养好

牛，争取再多喂几头牛，日子越来越好！”

扶贫7年来，韩宇南以村为家，带

领群众发展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

貌，他先后获得“中国好人”“中国好

税官”等诸多荣誉。2020年10月17

日，韩宇南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贡献奖”。

如今，走进前何村，让人感触最

深的是干部群众精气神的变化，听得

最多的话是感谢党、感谢总书记，见

到最醒目的标语是“如今政策就是

好，我们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2月11日，除夕夜，作为优秀驻

村基层干部，韩宇南受邀参加央视春

晚，晚会上，他向全国人民拜年说：

“我们第一书记要继续在乡村振兴中

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2月18日下午3时30分，国家

税务总局主要领导与韩宇南视频连

线，对他进行了慰问。“连线时，省市

领导让我坐在中间，我心里特别激

动。”韩宇南自豪地说，“今后，我更

要努力工作，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上春晚，和韩宇南同样激动的，

还有前何村的全体群众。56岁的范

金鹏是第一个知道韩宇南上春晚的，

他发现后，一连发了好几个抖音。“我

把春晚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用手机

给韩书记拍了好多照片。”范金鹏向

记者展示手机上的照片说。

“韩书记，快给我们说说，在村

里，你下一步准备咋干？”笑声中，有

村民问韩宇南。

“我准备继续在产业发展上下

功夫，与乡村振兴做好有效衔接，

让咱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韩

宇南的话语未落，现场又响起一片

掌声。

产业兴，前何村脱贫摘帽

驻村期满，群众摁红手印挽留

路难行，他溜着墙根到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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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记者从周口市区出发，车行1

个多小时，驶入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停在一

处小院门口。薄雾散去，暖阳高照。除夕夜，

作为优秀驻村基层干部，受邀参加央视春晚的

韩宇南刚从车上下来，还没进屋就被村民们围

了个严实。“韩书记，快给我们讲讲你在春晚的

情况吧。”大伙拉着韩宇南的手，你一言我一

语，笑声不断。

韩宇南是周口市国税局驻前何村第一书

记。从2015年至今，他已在前何村驻了7个年

头。7年来，他从修路开始，带领村民种植大

棚蔬菜、迷迭香，建成扶贫车间，带领村民走上

了一条致富路。2018年，前何村在全县率先

实现整村脱贫。2019年，韩宇南第二届驻村

期满，为挽留他，村民摁上红手印，向镇村领导

联名请愿，哭着将韩宇南留了下来。

本报讯（记者刘彤）现存树龄最

高在千年以上的淇县油城梨，香甜多

汁、肉脆无渣；株高1米左右的浚县矮

秆高粱，产量高、抗性强；已有近千年

种植历史的夏邑蒲菜，嫩脆无丝、清

香可口……2月24日，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种业管理处获悉，包含上述品

种在内的十大优异种质资源，近日被

认定为2020年度河南省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十大重要成果。

据了解，为促进优异资源的创

新利用，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

农作物种质资源十大重要成果评选

活动，经市县推荐、专家评审、公示，

评选出淮阳黑谷、淇县油城梨、濮阳

莛子麦、偃师银条、新安樱桃、浚县

矮秆高粱、卢氏黑黍谷、夏邑蒲菜、

柘城胡芹、舞钢野葡萄等十大优异

种质资源。

农作物种质资源被喻为农业科

技原始创新、现代种业发展的“芯

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产

业发展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性

战略资源。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

处处长江传杰介绍，开展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意义重大，

是摸清农作物种质资源家底的重要

途径，是保护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重

要手段，也是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

的重要基础。

此次评选，依托于2020年7月9日

启动的河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截至2020年年

底，我省已完成128个县市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工作，同时收集各类作物种质

资源1861份。

2020年度河南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十大重要成果发布

十大优异种质“芯片”评选出来了

太康县前何村第一书记韩宇南

继续在乡村振兴中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牛年伊始牛年伊始，，新的征途新的征途、、新的希望新的希望，，中中

原农村大地原农村大地，，千千万万个奋斗者大力发千千万万个奋斗者大力发

扬孺子牛扬孺子牛、、拓荒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老黄牛精神，，以不怕以不怕

苦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不用扬鞭自奋

蹄蹄，，不仅要脱贫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致富而且要致富，，继续在乡继续在乡

村振兴路上耕耘村振兴路上耕耘、、奔跑奔跑，，创造新辉煌创造新辉煌。。

向幸福

2016年元旦，妻子潘丽英退休

后，也来到马厂镇前何村，与丈夫韩

宇南一起驻村扶贫。来到村里后，潘

丽英很快就融入村民当中，她组织妇

女编藤椅、织渔网增加收入，还自任

教练组织成立舞蹈队丰富村民文化

生活。

2019年年底，韩宇南第二届驻

村期满。

听说韩宇南要走，村民们万分焦

急，陈素真、周翠平等村民联名请愿，

拿着摁满红手印的请愿书找到镇村

领导，要求留下韩宇南。

“韩书记驻村以来，把我们村民当

亲人，视驻地为故乡，他把前何村当成

自己的家，为我们解决了一个个困扰

发展的难题，办了一桩桩让村民感激

的实事。我们舍不得他走，我们还想

让他带领我们继续致富。”村民哭着对

镇村领导说。

看着一个个恳求的目光，韩宇南

留了下来。他笑着对村民说：“我哪也

不去，我还要在乡村振兴大潮中继续

奋进，带领咱前何村群众致富奔小康

呢。”

韩宇南留任后，去年9月，他为

前何村又引进了36座日光温室大

棚。承包给致富带头人，通过种植

芹菜、西瓜和生菜等反季节蔬菜，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

如今，范德强一有空就往自己大

棚里跑，看护自己的宝贝——西瓜苗。

前何村土地贫瘠，人多地少，一

年四季都是小麦、玉米，日子过得紧

巴巴。“要想脱贫致富，还得靠特色产

业。”韩宇南说。为此，他决定引领村

民种植辣椒、西瓜和大蒜等特色经济

作物致富。可是，群众种惯了小麦、

玉米，当听说改种辣椒、西瓜等，不

少村民有顾虑。“我给大家买辣椒

种，种植失败了算我的，收益了算大

家的。”随后，韩宇南自掏腰包5万

元，买回180亩的辣椒种子，免费发

给村民。

当年，范德强种植了 4亩地辣

椒，卖了1.6万元。

辣椒、西瓜、大蒜等种植成功后，

提振了村民的信心和干劲。不过，一

段时间后，韩宇南发现，西瓜、辣椒等

农作物都是短期的，受市场的影响波

动大，不利于村民长期脱贫致富。“能

不能发展一种植物，像韭菜一样，割

了一茬又一茬。”韩宇南心想。经过

到禹州、洛阳等地考察，他最终选定

一种灌木植物——迷迭香。“这种植

物种一次，10年至15年受益，干叶子

一公斤15元，一亩地可产150公斤至

250公斤；湿叶子一公斤1.8元，一亩

地可产1500公斤。与传统农作物相

比，种植迷迭香可让村民收入有很大

提高。”韩宇南说。

为了让特色产品卖上好价钱，韩

宇南又先后引进辣椒加工厂、迷迭香

加工厂，与村民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引进扶贫车间，加工外贸服装，安排

50户村民到车间务工；引进200万元

的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带动60户贫

困户，贫困户每年可分红1200元至

3600元不等；2020年，村集体的净利

润超过15万元。

2018年，前何村通过脱贫攻坚验

收，在全县率先实现村摘帽户脱贫。

2015年8月26日下午，韩宇南

带着铺盖来到前何村。

“来时，前一天刚下了一场大

雨。”韩宇南回忆说，村道上，一个水

坑连着一个水坑，深的地方，还有10

多个鸭子在游泳嬉戏。无奈，韩宇南

只好溜着墙根来到村委会。

韩宇南被眼前的环境震惊了，“我

一定要改变前何村的落后面貌。”韩宇

南暗暗下定决心。召开群众大会、党

员大会，征求群众意见，大家达成了一

致共识，韩宇南决定先从修路开始。

跑项目、协调资金，2016年3月，

在韩宇南的多方努力下，一条8公里

长，贯通前何5个自然村的水泥路开始

动工。一个多月后，水泥路竣工通车。

“竣工那天，我们前何村比过年都热

闹。”村民张振海回忆说。随后，韩宇南

又筹资2万元，修建了下水道。前何村

从此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宁跑十里远，不走前何街”的历史。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青俊郜敏文/图

央视春晚上，
他向全国人民拜年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月24日，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

会议，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2021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启

动“天网2021”行动。

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21”行动，开展重点

案件集中攻坚，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

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

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加大对金融、国企、政

法和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追赃力度，做

到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始终保持高

压态势。其中，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

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

行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

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

行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

动，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等开展违规办理和

持有多个居民身份证件、因私出国（境）证件治

理等工作。

“天网2021”行动正式启动

韩宇南在大棚里与村民畅谈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