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经过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就要
取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利。这是不屈不挠、长期奋斗的果实，更
是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动员。

——习近平

□本报记者 何可

盛夏时节，荥阳市高村乡枣树沟村
邻近黄河的石榴园内，村民们顶着烈日
忙着给软籽石榴除草、浇水，石榴树上
已经被套上袋的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
引人注目。

见到段培玲时，45 岁
的她正推着除草机在自家
的石榴园里除草。她自豪
地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有
一棵上面结过 100 多个石
榴，一亩地都能产三四千
斤。石榴给我们带来了小
康生活。”

枣树沟村曾是省级贫
困村，经过近 20年的艰苦奋斗，这里已
是河阴石榴的核心产地，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户均年收入达20余万元。

段培玲感慨地说，自己和村民们的
“小康梦”一步步变成了现实。“种石榴
改变了我的生活，出行的工具都比原来
强得多，农用车有好几辆，还买了小汽
车。原来盖不起房，现在在市区买了
房、安了家，闺女也在城里上学。”

岭下，黄河滚滚向东流去；岭上，处
处石榴花开、红红火火。“咱这儿山青、

水甜，生态环境好，没有工业污染，好山
好水种出的石榴更美味。国家保护黄
河生态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沿黄农民
受益最大。现在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
更强了，沟沟坎坎都种上了石榴树，荒
山土岭渐渐消失。今后，俺们要捧牢河
阴石榴这一生态‘金饭碗’。”段培玲说。

村口“河阴古渡”牌坊
旁，段培玲投资 8万元建起
一间古朴的小木屋，这是她
的电商销售中心。木屋旁
还建了一座保鲜冷库，用于
储藏石榴。她与其他农户
联合，通过网络成功地将河
阴石榴销售到全国各地，解
决了“卖难”问题。销售路

子多了，价格自然有保证，如今每亩石榴
纯收入都在 2万元左右。下一步，段培
玲打算通过网络直播扩大销路，让更多
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打开市场。同时，探
索石榴茶、石榴酒等农产品深加工，打造
系列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

望着长势喜人的石榴，段培玲一脸
幸福地对记者说：“现在俺们的日子像
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她希望自己和
村民们在这条石榴铺就的幸福路上走
得更远、更好。③6

“榴”住好时光

现在俺们的日子
像石榴花一样
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王薇薇

两层小楼，宽敞明亮的客厅，55寸大
液晶电视，立式空调……7月 4日，走进
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西庞村村民张照伟
的家里，满满都是小康生活
的“既视感”。

51岁的张照伟出身木
匠世家，爷爷和父亲都是手
艺高超的木匠，但张照伟却
是个“铁匠”——以前跑过运
输，七八年前，依托全村的钢
制家具产业，他买了 3台机
器，为附近的钢制家具厂加
工铁皮材料。

说起现在的日子，张照
伟自豪地说：“虽然我没继承
祖辈的木匠手艺，但我继承
了好家风。”

张照伟一家的热心肠，是村里出了
名的。谁家水管坏了、电器坏了，只要喊
一声，张照伟父亲提着工具包就去了，需
要换配件就直接换，从没收过一分钱；因
为过去常年跑车，张照伟也会修车，谁家
车坏了都爱找他修，哪怕在外地抛锚，也
会先给他打个电话；张照伟的儿子张龙
龙冬夜晚归，发现村里路边大货车着火，

及时灭火报警、敲门提醒……
2013年起，庞村镇在全镇范围内评

选道德模范，张照伟和张龙龙父子俩上榜。
“做人不怕吃亏，干活不怕吃苦，才

能过上好日子。”生意好的时候厂里催货
要得急，张照伟带着儿子连日连夜干，对
方资金周转困难，他也能体谅。因为产

品质量高、服务好，张照伟的
钢板在庞村镇钢制家具企业
中很受欢迎。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靠着勤劳的生活态度和乐观
感恩的精神，一家人走上创
业致富的小康路，张照伟的
两个儿子都盖了两层小楼成
了家，都买了小汽车。

“现在的日子，是我年轻
时想都想不到的。”张照伟的
妻子是一名共产党员，她说：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也是
我们家幸福小康的根源。”

“家风关系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
风。我们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在小康
路上越走越好。”庞村镇党委书记熊红万
说，随着钢制家具产业规模壮大，庞村镇
不断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通过选树
道德典型，促进家庭和睦，汇聚企业发展
的正能量，全面发挥“德治”引领作用，为
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和队伍保障。③6

好家风吹遍小康路

家风
关系党风政风，
影响社风民风。
我们有信心，

在党的领导下，
在小康路上
越走越好。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7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安阳县韩陵
镇梨园村，被地里一个个塑料大棚所吸
引。“俺村60%的家庭在市区有楼房，奔
小康全靠棚里的‘红家伙’！”梨园村村委
会主任芦志强卖了个关子。

走进大棚，里头藤蔓悬
挂，坠着一个个或青或红的
西红柿，煞是好看。原来这就
是芦志强所说的“红家伙”。

顶着高温，45岁的村民
商文堂和妻子正在抢收，不
一会儿就摘了 100斤，装满
了三大桶。“俺家种了6亩西
红柿，今年收成好些，一亩地
能收2万多斤。”满头大汗的
商文堂推着装好车的西红柿咧嘴笑，他
说，一季下来大约能挣五六万元。

梨园村有780户3205人，与河北省
临漳县交界，地理位置偏僻。过去，这里
交通不便，村民日子穷得叮当响。

穷则思变。2013年，村“两委”带领
村民代表到山东寿光学习高效农业。回
来后，考虑到村里有种西红柿的传统，村
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二人带头，每家
种了十几亩西红柿，当年每家就有五六万

元收入。从那以后，梨园村开始大规模发
展西红柿种植。

这几年，村里涌现出西红柿种植专
业合作社14家，村“两委”组织村民以土
地、资金等入股合作社，年底分红。农忙
时，村民到合作社打工，每小时7元，按日
结算。2017年，该村顺势建成梨园蔬菜

交易市场，南来北往客商不
断。每年西红柿刚一挂果，
北京、山西、河北等地的客商
就把车开到地头等着拉货，

“番茄小镇”从此美名远扬。
“不是自夸，俺村的西红

柿用的是有机肥，个头大、自
重沉，果形好、沙瓤甜，让你
一口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36岁的村民李海超掰开一个
西红柿，记者尝一尝，果肉像

西瓜一样沙瓤饱满、水分十足。
依靠种植西红柿，贫困户也成了致

富能手。脱贫户商小峰曾因给闺女治病，
家里一贫如洗。2016年在村里的扶持
下，他建了3个棚，种了7亩西红柿，每年
毛利润三四万元，当年就脱了贫。

近年来，梨园村在安阳县相关部门
大力扶持下，带动周边10个村共同发展
大棚西红柿产业，种植面积达4000亩，
年产值1.5亿元。③6

收入翻“番”日子“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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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7月3日，驱车来到南阳市独山脚下，
卧龙区七里园乡达士营村便如一幅美丽
的画卷展现在眼前。

78岁的吴秀荣正在邻居家聊天，见
到记者，忙笑盈盈地从屋里
走出来。硬朗的身体、乌黑
的头发让人丝毫看不出这是
一名年近八旬的老人。“现在
日子好了，人也有精气神了，
你看我上周刚染了头发，是
不是看上去更年轻了？”老人
的笑声格外爽朗。

邻居郭大妈打趣道：“年
轻的时候也不见你咋打扮，
现在是越老越俏了！”“年轻
时候过的是啥日子，现在过的是啥日子！”
吴秀荣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从前的故事。

吴秀荣娘家家庭贫困，可嫁到达士
营村，婆家的日子也不富裕，随着两个女
儿和两个儿子出生，日子更加拮据。“那时
候拉扯几个孩子不容易。记得那年生大
妞，想喝口鸡蛋面疙瘩都没有！”提起原来
的苦日子，吴秀荣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

“咋还哭上了，现在鸡蛋面疙瘩你不
天天喝吗？”郭大妈忙逗趣地说。“可不是，

都喝烦了，最近早上改喝牛奶了。”吴秀荣
破涕为笑，请大家去她家里坐坐。

吴秀荣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老人
因腿脚不方便住在一楼，小儿子一家住楼
上。一进屋，老人忙打开空调。“你看我这
屋啥都不缺，电视机、饮水机、微波炉都是
儿子给买的。”老人带我们在屋里参观着，

脸上掩饰不住幸福和自豪。
“儿子媳妇们都孝顺，我腿脚
不好，儿子花3000块钱给买
了一辆电动三轮。这不，刚
入夏，媳妇就给买了三四条
新裙子，都还没沾身哩。”

这样的好生活得益于达
士营村近年来的蓬勃发展。
达士营村历来有玉雕加工的
传统，近年来又发展起了艾
草产业和月季产业，全村年

总产值过亿元。吴秀荣的小儿子办了一
家艾草加工厂，经营得风生水起。大儿
子则看准村里发展旅游业的机会，开了
一家饭店。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更
把老人当成一个宝，吃喝用度一样不让老
人操心。

“这是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
子。叫我说啥是小康生活，我觉得现在的
生活就是小康！”吴秀荣老人的笑容更灿
烂了。③6

玉汝于成 幸福有“艾”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位于鹤壁市淇县西岗镇北部的秦街
村，毗邻风光秀丽的淇河，近年来因发展
乡村旅游先后被评为“河南省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当记者7月 4日走进秦
街村时，这个一直以休闲农
家游著称的“网红打卡地”，
却展现出“新变化”——乡
道旁，村民挎着篮子为饱满
水灵的黄桃卖力吆喝；果园
里，合作社的社员精心对果
树进行夏剪作业；不远处，
一座座钢结构温室大棚正
在如火如荼施工……

村民王习宝对村里的
“新变化”感触良多。今年 56岁的他近
十年一直在淇县县城从事装修行业，由
于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的四
亩地长期无人照料。

“过去家里还种着小麦、玉米等作
物，一亩地一年两季只收入 1000 多
元。2015 年，村‘两委’带领大家摸索
增收致富新路子，成立众均农民专业合
作社开展优质黄桃种植，俺家这 4亩地
如今一年能收入 6万多元，比过去高了

10倍都不止！”尝到甜头的王习宝将装
修当成了副业，重归田园专心“伺候”起
黄桃来。

“一亩园，十亩田”，秦街村的黄桃种
植产业越做越大。

“你看工地那边，我们正投资 180
万元建设日光温室黄桃种植基地，年内

将 建 成 日 光 温 室 大 棚 15
个，预计每年新增收入80万
元。”当前正值黄桃售卖黄
金期，村党支部书记李树祝
直接把办公室“搬”到了合
作社里。他介绍，秦街村目
前露天种植黄桃逾 600亩、
大棚种植46亩，去年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逾1000万元。

“为啥俺村的桃价高还
卖得好？除了开展规模化

种植、选用优质品种外，打好销售时间差
也是关键。”李树祝笑着说，正在大规模
建设的日光温室大棚可将黄桃的上市时
间再提前一个月，售价又能高不少。

采访结束时天色渐晚，村文化广场
上，大喇叭正播放村民王习锋创作的一
首小诗：“百年乡村一日新，广场小庭竹
荫荫……”大人们跳舞、遛弯，孩子们追
逐、嬉戏，一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新图景
正在秦街徐徐展开。③5

网红村“桃”金致富

俺家这四亩地
如今一年

能收入6万多元，
比过去高了
10倍都不止！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小康长啥样？请看南里庄！”
“人人有活干，家家是股东；年年有

分红，户户有汽车！”7月 4日，正在对照
新标准、忙着“认领”文明家庭的辉县市
孟庄镇南李庄村村民牛荷
婷打开了话匣子：“要说吃、
穿、住、行样样齐全就是小
康，那俺南李庄早就小康
了！早在十年前，全村 351
户，不论穷富全都住上了像
别墅一样的复式楼房！”

“俺南李庄人早都不用
为钱发愁了。我是社区瑜
伽馆的教练，一个月收入三
四千元，丈夫买了辆大货车
搞运输，收入比我高，公公65岁了，还在
村里上班，村集体还有年终股东分红，算
下来俺家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村民李
肖指着自己家的“文明家庭”荣誉牌说，

“啥才是真小康？俺如今最看重的是这
个！现在全村99%的家庭都是文明户。”

南李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萌毅自
豪地说，南李庄村原本属辉县最穷村之
列，2010年以来，在河南孟电集团的大
力支持下，先后投资3.6亿元，建设了新

社区、敬老院、学校、建材市场和农贸市
场，一举解决了村民盖房难、增收难、养
老难等问题，实现了村集体年收入
1500多万元。

2015 年，南李庄村被评为全国文
明村后，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就考虑，
光物质上小康了还不够，如何让群众口

袋鼓起来的同时，“脑袋”也
能“富”起来。村党支部决
定，从好媳妇、好婆婆、文明
家庭评选着手。符合标准
的文明户越来越多，全村的
精神文明创建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省内外慕名前来
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7月
2日，新乡市“星级文明户认
领制”现场推进会就在南李
庄村召开。

每天都要参加义务巡逻的牛荷婷，
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南李庄”平台，让记
者看她当天的积分排名。她说，“积分争
先不是目的，但通过平台积分我找到了
为村民服务的存在感。”

“搭建智慧平台，引导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就
是要让全体村民富而思源，感谢党恩，
积极参与基层治理，让群众过上真正意
义上的小康生活。”范海涛说。③5

家家争当文明户

啥才是真小康？
俺如今最看重的

是这个！
现在全村99%的
家庭都是文明户。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贺德敬 李振涛

7 月 3日清晨，濮阳县王称堌镇辛
庄村北，纵横交错的田垄被分割成整齐
的方块，一个个十亩见方的鱼塘，阳光
下，波光粼粼、碎金点点。

48岁的饲养员王电锋
扛上一袋饲料，沿石板路快
步走向投料机。不久，沉寂
的鱼塘活跃起来，鲈鱼、鲤
鱼等不时跃出水面抢“饭”。

王电锋在额头抹了一
把汗说：“它们吃完‘饭’，我
就能歇会儿了。”“这活儿一
月能挣多少钱？”“嘿嘿，老
板说按年算，一年给四万
五，算起来一个月 3000 多
元吧。”王电锋黝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从2016年起，黄河之畔的王称堌镇
“靠水吃水”，引进郑州等地专业水产养殖
公司，打造万亩水产养殖示范园项目。目
前，一期投资7000多万元、发展水产养殖
2000多亩，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

“先前村里说要建鱼塘，俺根本不看
好。之前也流转过土地，但每亩地一年
只能拿300元钱。”王电锋的“悲观”，
根源在盐碱

地的贫瘠。王称堌镇东北部地势低洼，
盐碱地、废弃坑塘遍布。“种小麦一年收
个六七百斤算好的，最怕忙活大半年，一
场大雨下来，淹得啥也不剩。”王电锋说。

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流转的土
地，每亩地一年居然能拿到 800元。盐
碱地咋值钱了？“建鱼塘时，地挖了没多

深，水就冒出来，给我们节
省不少成本。”吕士军是养
殖公司的负责人，他一眼就
相中这里的背河洼地，“郑
州、开封等沿黄地带的水产
养殖已经很成熟，濮阳的市
场潜力巨大。”

“种啥啥不行”的荒地、
洼地，如今成了当地群众的

“聚宝盆”。“通过土地流转、
到户增收资金入股、就业等

模式，王称堌镇‘水经济’共带动 1028
户贫困户。”镇党委书记王相卿介绍。

“等坑塘里的鱼‘游’到全国各地，
咱贫困户就能年年有‘鱼’奔小康
了！”说话间，王电锋又撸起
袖 子 为 鱼 塘 换 起 水
来。③5

年年有“鱼”奔小康

俺村60%的家庭
在市区有楼房，
奔小康全靠

棚里的‘红家伙’！

叫我说
啥是小康生活，

我觉得
现在的生活
就是小康！

等坑塘里的鱼
‘游’到全国各地，

咱贫困户
就能年年有‘鱼’

奔小康了！

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7月 3日 9时，许昌护城河春秋桥东
码头。花3元钱购到船票，头发花白的赵
瑞国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坐上了“春秋号”
游船。“我活了75岁，就想坐船游一游咱
许昌，这是个心愿！”他说，

“搁 10年前，这事儿想都不
敢想。”

这种盼水之情、亲水之
欢，曾饱受缺水之痛的许昌
人最能体会。

少有人知，许昌曾有个
独特的职业——卖水工。上
世纪80年代，许昌是全国严
重缺水的40个城市之一，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省人
均的一半。“夏天自来水供不上，半夜还在
街上排着长龙等接水……”作为一名“老
许昌”，赵瑞国对“缺水的日子”记忆犹新。

转机发生在 2013年。许昌以创建
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为契机，克服重
重困难，解决“水之源”、开发“水之利”、保
障“水之清”，实施全长82公里的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打造出“五湖四海
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景观，变
成了一个“每天在水声中醒来的城市”。

“现在，不仅护城河开通了水上巴
士，清潩河的游船已下水，城市水系夜航
船也实现了通航。”许昌瑞贝卡水上巴士
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郑彬介绍，“泛舟河上、
环游许昌”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小康生活，不仅要有富足的物质条
件，还要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赵瑞国说，

“从缺水之城到水润莲城，环
境改善让许昌人的生活更有
质感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
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观光船上，许昌
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建刚
对城市的发展巨变有着深切
感悟。在他看来，从“水泥森
林、满眼灰色”到“开窗见绿、
推门进园”，从“尘土飞扬、垃

圾满地”到“路见本色、地净如洗”，许昌正
是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才从“许脏”
蝶变为魅力城。许昌居民获得感连续两
年位居全省第一，正是民众对城市发展的
最好肯定。

环境大改善，“青山”变“金山”。《河南
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和《河南
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许昌可持续
发展综合排名位居全省第二、综合竞争力
位居全省第三。③6

水润莲城“绿值”连城

小康生活，
不仅要有富足的

物质条件，
还要有良好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成利军

韩随定的脸上似乎整天都带着微
笑，他经常对人说：“活了半辈子了，心情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美过。”

两年前的韩随定可不是这样的，那
时他还是济源大峪镇曾庄村的一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几年前因为一
场车祸花了不少钱，加上两
个正上学的孩子，一家人的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整天
愁眉不展。

曾庄村是一个位于王
屋山腹地的小山村，地无三
尺平，零碎的小块地即使全
部种成粮食，也常常因为天
气、地势等原因，产量始终上
不去。

让韩随定没有想到的是，在村民眼
里这种远离平原、四面环山、如置“碗底”
的地理“劣势”，在有些人的眼里却是天
然优势，并能将这种优势最大化从而改
变村里人的生活和命运。

作为一家专业进行蔬菜制种的农
业企业，济源绿茵种业看中了这里的地
理条件，正是四面环山的天然屏障，使
曾庄村成为一个发展蔬菜育种的理想
地方。经过动员培训、示范带动以及订

单回收、公司代管等宣传，村里人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种植“革命”。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2016 年韩随定在
自家 5亩土地上种上了白菜、萝卜、甘
蓝等蔬菜，期待着半年后这些技术人员
口中的“金种子”能为自己带来货真价
实的钞票。

来年春天，让韩随定首
先没有想到的是，自家白菜
地开出的花儿一片金黄，猛
一看还以为是油菜花。“没想
到白菜花这么好看，在这花
丛里干着活，心情也美得
很。”全村几百亩金黄的白菜
花也让曾庄村一下子美成了
王屋山中的“小婺源”。

经过精心打理，收获后
的白菜、萝卜、甘蓝等种子，

更让韩随定喜出望外，白菜制种每亩单
季收入达到4000元，甘蓝制种每亩单季
收入竟然高达8000元。这还仅仅是一
亩一季的收入啊，小算盘一拨拉，韩随定
的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如今的韩随定已经甩掉了“穷帽
子”，每当他置身花海精心侍弄那几亩蔬
菜育种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哼几声自编
的小曲：“你问我小康生活怎么过，我说
美好的生活‘花’中过……”③5

美好生活花中过

没想到白菜花
这么好看，
在这花丛里
干着活，

心情也美得很。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7 月 3日，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湾乡
红旗村，村口的一个“陕州红梨”代购
点，排起了长长的送梨车队。村民张灯
勤的三轮车上装满了红梨，等待分拣、
装箱。

张灯勤今年 66 岁了，
是红旗村第一批种植红梨
的农户，最多的时候种了13
亩，平均亩产量 6000斤，每
斤红梨贵的时候 3块多钱，
便宜时也得两块多，仅仅种
植红梨，每年就有 10 多万
元的收入。

“靠着这只小红梨，家
里盖了新房，开着轿车奔小
康！”张灯勤的小康生活简单、直接。

在红旗村，家家户户都像张灯勤这
样，靠种植红梨过上小康生活。

红旗村原来以苹果种植为主，因为
海拔只有 600多米，昼夜温差小，生产
的苹果品质不如其他乡村，且当时苹果
产量过剩，卖不上价钱。2001 年，村

“两委”决定调整种植结构，村党支部书
记朱春建带着技术员去山东果树研究
所考察学习。

在山东，朱春建无意中发现了一棵
精心保护的梨树，专家说是从国外引进
的新品种“考密斯”，可以在红旗村试
种。他又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咨询，并在
郑州一家商场花了 160元买了两个“考
密斯”，拿回来让村民相互传看。

红旗村先组织干部、党员带头种
植，发现这种红梨非常适应
当地的气候环境，病虫害
少、好管理，而且不分大小
年，产量稳定，6 月中旬上
市，上市早、市场价格高。
看到种植红梨的效益这么
好，村民们纷纷跟进。

“这种梨果皮鲜红，汁
液多，味酸甜、微香，深受我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客户
喜爱。每年 6月 13日左右

采收，7月 15日左右结束，其间客商蜂
拥而来，在村中设立了 20 多个代购
点。”朱春建说。

经过逐年推广种植，目前红旗村农
户种植红梨超过 2400亩，年产值 2000
多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华夏红梨第
一村”。2017年，“陕州红梨”与阿里巴
巴合作，通过电商平台推介，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同年，“陕州红梨”通过评
审，成为地理标志产品。③5

种好红梨红利多

靠着这只小红梨，
家里盖了新房，

开着轿车
奔小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河南人的小康生活长啥样？本报近期派出10路记者，分赴各地，走村庄、进社区、访家庭、探企业，看百姓生活，

听老乡心声。在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达士营村，过上幸福日子的老人说：“这是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在许昌市，人们发出了“环境改

善让生活更有质感”的感慨……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活。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湾乡红旗村，人们种红梨致富，开着小车奔小康；在辉县市孟庄

镇南李庄村，富裕起来的人们，家家争当星级文明户……

在党的领导下，全省上下正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小康生活。

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河南人的小康生活长啥样。③5

河南人的小康生活长啥样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