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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采访手记

写长岭村和刘许增的故事，耳

边总回响着一首老歌——《命运不

是辘轳》，歌词写得真好：命运不是

那辘轳，要挣断那井绳。

脱贫户杨三妞的命运，用她自

己的话说，是真苦。该如何从命运

的泥淖里站起来？有党委政府做

后盾，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勤奋，日子

总会越来越好，重拾对未来的希冀。

因为扶贫事业，刘许增这个高

校教师的命运，同样被改写了。几

年来，当初的畏难情绪一扫而光，他

的成就感，来自于“每干成一件事，

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喜悦”。

一大批驻村第一书记像刘许

增一样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们满怀

对农村的热情，与群众一块奋斗，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争取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③3

乡村名片

长岭村位于孟津县西部，3
年前建档立卡贫困户64户158
人，贫困发生率24.9%；如今，贫
困户人均年收入由原来的不足
2000元增加到6100元，贫困发
生率降至0.63%；2019年底，长
岭村整村脱贫摘帽。今年，长
岭村上马了“花海通道”和“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壮大村集
体经济，持续增加群众收入，为
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③3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敏 刘婵

“是刘书记吗？俺给你开门。”一阵窸窸
窣窣后，杨三妞从屋里赶出来迎刘许增，一
把攥住他的手腕。冒雨走来的刘许增内心
涌出一股暖意，“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的刘许增，到孟
津县横水镇长岭村当驻村第一书记 940多
天了。长岭村原来不叫这名字，因村里的主
干道像迷宫般九曲十八弯，形状类似打井水
用的辘轳把，以前也叫“辘轳把湾”村。

刘许增驻村的故事就从“辘轳把”讲起。

（一）

7月 4日，记者随刘许增进村。过了横
水镇元庄村，还要再顺着曲折的小路拐 7道
弯，才是长岭。“我从第一次来就开始数，全
是岔路，越走越偏。”刘许增回忆。

村里路走起来也是弯弯绕绕。一张航
拍照片中，从村中心广场通往各家各户，就
仿佛是一个大号“辘轳把”。曾经这“把”上
都是羊肠小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不光没有路。水，存在长满苔藓的蓄水
池里，一周为百姓放一次；电，普通照明尚可，
多一件现代化电器，马上就跳闸罢工……

就从最迫在眉睫的“基础设施”入手！
刘许增往返郑州、孟津，多方反映、争取资
金：110万元，打口 300多米的深水井，全村
不仅能 24小时供水，还能小面积灌溉农田；
155.6万元，新修3.52公里水泥路通组入户，
汽车开到家门口；147.3 万元，新建变压器、
立起电线杆，全村634口人用上放心电。

刘许增是全省会计领军人才，好算账、
会算账。“今年要继续投入，‘辘轳把’再加
宽、加长，断头接通，村容村貌再提一个档
次。”刘许增说。

（二）

杨三妞家至今还保留着一口储水井。
那时候就抓着辘轳把，晃晃荡荡把水桶摇起
来，饮用、洗漱、喂牲畜，全指望它。

现在辘轳“退休”了，打开水龙头，随时
有清冽的水流出来。

“有了自来水，才敢搞养殖呀！”杨三妞
的老伴儿是养羊能手。曾经家里养了 50只
羊，因为用水不方便，病的病、卖的卖。

如今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享受‘分散养殖’

1万元补助，养羊规模增加到25只；杨三妞公益
性岗位每月工资400元；光伏发电每年增收
400元……”刘许增细数着杨三妞一家的收入。

让群众应享尽享，因户施策，一户一策，
就是一本大“政策账”——

74岁的王青云夫妻俩生活拮据，2018
年还住在漏雨的房屋里。刘许增自掏腰包
5000元，为老人修缮了房屋。利用到户增
收、金融扶贫政策，老两口代养牛羊、代种花
椒，如今已能自力更生。

65岁的王英聚养猪已形成良性循环。
为帮忙销售，刘许增钻研电商，订单不断。在
他的劝说下，王英聚改变销售模式，疫情期间
卖出黑猪68头，收入12万元。

（三）

今年，刘许增打算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个
商标，就叫“辘轳把湾”。

脱贫户杜建国精瘦、利亮，是个闲不住
的人，种小麦、花椒和红薯，养蜜蜂，开面粉
作坊。老杜拍着胸脯说：“我们有力气、能种
地，不能全靠国家。”

为了推销老杜的蜂蜜，刘许增跟踪整个
养蜂过程，也成了半个专家。“教你们一招，
拿个纸巾，蜂蜜滴上去，如果掺水是会渗到
背面的。”刘许增说。

以前都是散装着卖，也有远方客商慕名
来收购，刘许增对老杜的蜂蜜质量有信心，
盘算着品牌化经营。“一说‘辘轳把湾’，四邻
八乡都知道，容易打响，村里特色农产品可
以统一用这个品牌。”刘许增说。

前几天走访时，杨三妞突然拿出一双亲
手缝制的布鞋，她从来没有问过鞋码，刘许
增居然穿上正好；还有一次，刘许增忙完
回村部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门上挂
了一袋煮好的鸡蛋……

“老百姓善良淳朴，只要你用
真情、肯实干，他们就会记在心
上，回馈给你的，远比付出要多得
多。”刘许增深有感触。曾经的苦
痛，化作欣喜，也有对未来的思谋
与笃定。③3

右图 刘许增和群众在花椒
地里查看花椒长势。⑨3（本栏图
片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
敏 刘婵 摄）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陈善彬

“信阳毛尖、新县手工挂面、光山小磨香
油……”6月28日，在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推出的各类包装精美
的农产品吸引了不少干部职工驻足咨询购买。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省事管局党组主动作为，积极牵
头组织开展了这次‘模范机关创建+消费扶贫’
专项行动，以省直机关食堂集中采购的形式，
探索建立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有效拓宽了老区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刚刚签订意向采购协议
的省事管局负责同志激动地说。

开展专项行动，助力我省脱贫攻坚，是省
事管局积极创建模范机关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推动机关事务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该局注重发挥“关键少数”在模范机关创建
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一级带动一级，层层传导
压力，大力推动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领导干部带头 让学习见实效

通学“习语”、解读“热句”，学以致用。省
事管局每次“第一议题”学习都采取扩大会议
形式，党组成员领学，各处室、局属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列席跟学，通过互动交流，推动工作往
实里走、往深里走，以党建引领中心工作的有
力开展。

该局推进专题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每
月第二周的周五下午是中心组固定集体学习
时间，每次一个专题。为了提升集体学习质
量，局党组把预备、预学作为固定模式，把交流
互鉴作为基本形式，避免空洞乏味和装潢点
缀，学的效果得到显著提升，各项工作不断改
进完善、提质增效。

“围绕创建模范机关，在中心组示范带动
下，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武
装指导工作实践，有力推动了机关事务工作高
质量发展。”省事管局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魏
世春拿着厚厚的学习笔记告诉记者。

高标准实举措创建模范机关

围绕模范机关创建的主题主线，事管局党
组加强顶层设计，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出台模
范机关创建实施方案，列出12大项35小项具
体措施，明确牵头领导、处室和责任处室、单
位，力争做到每项措施可操作、可考核。

在模范机关创建中，该局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制，坚持班子带
头、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局党组明确要求，局领导班子成员
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认真落实模范机
关创建方案，在建设模范机关中提升全局党建工作质量。

为了切实发挥考核机制在创建模范机关中的指挥棒作用，围绕
“考什么、怎么考、谁来考”的问题，省事管局创新方式方法，把模范机
关创建的考评与星级支部评定、党建量化考核有机结合起来，选出做
得好、成绩优的“先进”，给中游和后进提供学习的依据和努力方向。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部署，认真落实创建方
案，把各项举措抓细抓实、落地见效。”党组书记、局长王振伟表示，省
事管局将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以模范机关创建为主
线，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中贡献
机关事务人应有的力量。③9

□本报记者 王平

“每年因为‘没吃好’影响高考发挥的考
生不在少数。”7月 6日，河南省人民医院营养
科营养医师赵妍娟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别

“贪凉”，少喝或不喝冰镇饮料，也不要吃火
锅、烧烤等辛辣刺激性食物；家长更不要刻意
调整孩子的饮食结构，应保持平常的饮食习

惯，保证牛奶、瘦肉、鸡蛋、豆制品、蔬
菜、水果等食物的均衡摄入。

那么，考试期间一日
三餐该如何搭配呢？以
下是营养医师开出的健
康菜单，供您选择——

早餐：牛奶或豆浆
或小米粥、鸡蛋、牛肉、蔬
菜、面包片；午餐：米饭或

汤面条、荤素搭配的炒菜、清淡的汤类；晚餐：小
米粥、瘦肉、豆制品、青菜、馒头、餐后水果。

赵妍娟提醒，小米粥和香蕉是缓解紧张
情绪的理想食物，建议第一天考试结束的晚
饭可选择小米粥，餐后可食用香蕉1至2根。

另据了解，为预防食源性疾病发生，省市
场监管局已发布中高招期间考生餐饮食品安
全消费警示，提醒考生在家就餐时，不食用容
易导致身体不适的饭菜（如四季豆、野生蘑
菇、生鲜黄花菜、发芽发青土豆、来历不明的
野菜等）；慎用高风险食品（如凉菜、外购卤
菜、冷食等）；尽量不要食用隔夜饭菜。

在外就餐或网上订餐时，首先要选择证
照齐全、环境卫生整洁、食品安全量化分级B
级以上或公示“笑脸”的餐饮单位，其次要选
择有“明厨亮灶”的餐饮单位。尽量不食用街
头摊点经营的食品。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7 月 6日，
记者从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
分公司获悉，7月 7日至 9日，郑州
地铁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线网各
车站开辟安检绿色通道，考生可凭
准考证领取爱心票。考生及陪同家
人（每名考生可带两名），可凭本人准
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车票，
免费乘坐郑州地铁。③9

“辘轳把湾”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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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胡昌浩

7月 5日，高考前夕，平顶山市第一高级
中学高三（6）班的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班主任赵雯琼为全班同学定做了一个蛋
糕，上面写满了全班 42位同学的名字，她希
望借此可以缓解同学们的考前焦虑情绪，并
给他们留下一个特殊的纪念。

当日上午，自习课时间，赵雯琼手捧蛋
糕走进教室。看着同学们诧异的目光，她笑
着打开蛋糕盒子说：“大家都来看看。”

平时就十分活跃的王志洋第一个冲了
过去，看到刻有自己名字的白巧克力名牌
后，惊讶地喊道：“老师！这上面有我的名
字！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

安静的教室顿时沸腾了，大家纷纷上前
寻找自己的名牌，笑着，喊着。赵雯琼眼含
泪光，打开投影仪，播放起记录三年来班级
点点滴滴的照片，背景音乐是自己为同学们
弹的钢琴曲《VICTORY》。

作为一名“90后”英语教师，赵雯琼是第
一次担任高三班主任。由于年龄差距不大，
她和同学们非常亲近。为了督促大家上好早
自习，她每日风雨无阻，坚持早上五点半到教
室，成为门卫眼中的“进校第一人”；为了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她在课前播放一些反映中外
文化的短视频，课间和大家讨论社会热门话
题；为了帮助大家纾解压力，她经常与同学们
谈心……

“最近与学生家长沟通中，发现一些学
生出现考前焦虑，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
帮助孩子们缓解压力。偶然间看到朋友圈

晒出的生日蛋糕，我就想到甜食能使人心情
愉悦，而且和孩子们师生三年，高考结束后
就要各奔东西了，不如一起过个特殊的生
日。”赵雯琼说，“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学习，遗
憾地错过了今年的生日，正好一块儿补上。”

“我们私底下都叫赵老师‘琼姐’。虽然
她在学习上管得严，但是生活中特别关心我
们。”王志洋一口吃掉刻有自己名字的巧克力
说，“没想到赵老师会给我们这么大一个惊
喜，感觉积压已久的那股闷劲儿一扫而光！”

蛋糕上的生日寄语是“你们都是最棒的
崽！”赵雯琼曾在开学时给全班同学写过一
封信：“现在的你们再不是‘违纪大王’，而是
老师、家长引以为傲的‘冲刺先锋’。老师希
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给你们留下甜蜜的回
忆，也希望你们全力以赴，不负韶华！”

吃完蛋糕后，班长肖森鹏带领大家
唱起了《追梦赤子心》：“在天色破
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
待日出时最耀眼的瞬间。”
激昂的旋律在教室和大家
心中回荡。③9

高考前的特殊生日蛋糕 锐评

高考期间，请收好这份“健康菜单”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韩天媛）7月 6日，记者从郑州市了
解到，该市市内86个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考点周边已设置了 127处“送
考车辆专用停放区”，提供 5452个
专用免费停车位，送考车辆凭考生
准考证（或复印件）免费停放，绿丝
带、爱心护考车贴车辆也可免费停
放。同时，郑州市各区（管委会）城
市管理主管部门积极协调辖区的
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在7月 7日至 9
日期间，对送考车辆免收
停车费。③9

□刘婵

最近，一则关于高考备战

的新闻暖哭众网友。驻马店正

阳县高级中学因装空调停电 2

个小时，学生们为上晚自习，将

2 盏台灯挂到教室前后的黑板

上继续学习，老师感动不已，记录下这一幕。

这些追光少年，今天将踏入装有空调的

明亮考场进行高考。这一明一暗、一凉一热

的感受，或将永远流淌 在 他 们 记 忆 的 长 河

里，如同这段特殊的岁月。都说这一届高考

生最不易、最特殊，但也有一些价值追求依

然未变，比如每一种耕耘，未必都有直接收

获，但荒于耕耘是注定不会有收获的。精神

生命的成长则是一种间接收获，宅家上网课

的日子里或读、或思，返校冲刺的时光里或

感、或悟，自始至终都付出汗水，才能在丰收

时收获喜悦，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尽

全力的自己。

健康高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

考、诚信高考……我们做出了很多改变，只是

为了心中不变，那便是守卫高考公平这教育

公平、社会公平里最重要的一环。愿每一个

高三学子历经这次疫情下的高考修炼后，归

来仍是少年——永远如少年般不露痕迹地善

良，就像全社会曾经温情护航你们启程一样；

如少年般充满好奇地探索，继续在知识海洋

里尽情徜徉慎思明辨；如少年般热血沸腾地

拼搏，在大江大海大时代找到人生出彩的舞

台。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们见证成

长、守护希望，加油，少年！1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提示

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
免费乘郑州地铁

郑州设置送考车辆
免费停放区

为了推销老杜的蜂蜜，刘
许增成了半个养蜂专家。⑨3

杨三妞和老伴儿脱贫后，
重拾希望露出笑脸。⑨3

养蜂的杜建国不等不靠，
勤劳致富。⑨3

高考前的特殊生日蛋糕。⑨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