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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卞瑞峰
马啸）7月1日，记者跟随原阳县阳阿乡董

庄村党支部书记董国献，来到村里的脱贫

户李永杰家中，“有啥问题就问，有困难就

提，给你说过，俺以前也养过猪……”一见

到李永杰，董国献就打开了话匣子。

李永杰早年因缺乏技术，加上孩子

多、负担重，生活陷入困境。现在，他在家

中建起了养猪场，妻子外出打工，两人勤

劳能干，于2018年底脱了贫。“没事就往

家来，啥事都会管，有董书记和帮扶干部

操着心，俺的日子越过越好！”李永杰激动

地说。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做到脱贫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原阳县开展

了为期四个月的“扶贫帮扶调研”活动。

该活动从5月27日起，每周四为“全县帮

扶日”，主要围绕宣传一次政策、听取一次

意见、进行一次研判、解决一个难题、办好

一件实事等“五个一”的内容开展，从县委

书记、县长到驻村干部、村“两委”成员，都

铆足干劲，确保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前几天，靳堂乡南刘庄村低保户范新

枝的家中再次迎来了“老熟人”——原阳

县委书记郭力铭。丈夫去世后，范新枝一

人顶起了一个家，无微不至照顾公婆和两

个孩子，脱贫工作开展以来，郭力铭就一

直惦记着范新枝一家。“看见郭书记心里

就踏实，他这么忙还往俺家里跑这么多

趟，俺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范新枝

说。范新枝只是郭力铭帮扶的贫困户之

一，下乡到贫困户家中，是近几年郭力铭

最常做的事。

原阳县县长王保明也同样奔走在脱

贫一线。他经常到县里的各个扶贫基地

进行奔走查看，了解项目落地推进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盯紧进度，确保产业扶贫

项目顺利开工运行。

“多亏你帮俺家安排医疗保险，申请

了二次报销，经济压力减轻了不少，真的

要好好谢谢你！”近日，在阳和街道办事处

葛埠口村脱贫户袁双峰家，袁双峰拉着驻

村第一书记刘福乾的手不放。刘福乾笑

着说：“风雨之后就是彩虹，好日子就在眼

前！”为了帮助袁双峰尽快脱贫，刘福乾经

常往他家跑。儿子袁雪友的病情得到有

效控制后，又帮袁双峰夫妻俩在附近的厂

子找了工作。现在袁双峰家的日子过得

越来越和睦。

目前，该县已脱贫 12187户 50808

人，未脱贫2946户6755人，贫困发生率

1.26%，贫困村全部退出序列。特别是在

滩区迁建项目中，首批6264名滩区居民

已经顺利搬入新社区，过上了新生活。

“开展‘扶贫帮扶调研’活动，不仅督促

全县帮扶联系人集中行动、积极作为，提高

了帮扶工作成效，更为引导全社会参与精准

扶贫营造了浓厚氛围，形成了决胜全面小

康、实施乡村振兴的强大声势。”郭力铭说。

7月2日，走进叶县常村镇文集村，干

净整洁的道路两侧是灰色的仿古栅栏，栅

栏里的格桑花开得正艳，墙体上书写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孝廉文化、村规民约

等内容，村南的“古寨风情园”似乎在述说

着文集村悠久的历史……

“俺村能有这么好的环境，全靠老书

记潘世佑。他是俺村的大功臣，村里人都

敬重他。”在家门口乘凉的村民黄士炳说。

“我们村是省级生态文明村，前两天

的村规三字经还入选了‘全市十佳村规民

约’。”潘世佑骄傲地说。今年76岁的潘

世佑是文集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叶县年龄

最大的党支部书记。

老支书，爱“花钱”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潘世佑就开

始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他开过窑

厂、办过磨坊、跑过运输，挣到了第一桶

金。1989年他当选村主任，2010年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进入村“两委”30年，他

把一颗心都交给了村里。

1998年，村学校跑风漏雨，潘世佑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当时塌了三间房，现在想想

都后怕，万一伤着孩子们咋办？”潘世佑说。

他先是自己拿出2000元为学校整修房顶，

随后外出募捐，几个月下来，终于筹到了2

万多元，有了建新教学楼的启动资金。

在驻村第一书记梁福来眼中，潘世佑

是个心怀大爱、不计得失的人。潘世佑常

说：“自己富了，就要想办法帮助别人。”

村里修建全长7.92公里的“村村通”

道路，潘世佑无偿提供了价值5万元的砂

砾石；老党员、五保户、贫困户生病，他经

常自己垫钱为他们看病买药；每次到外地

出差办公事，他也是自己掏钱，不在村里

报销……

他总说，村集体还很穷，要办的事还

很多，能省一分是一分。30年来，他先后

为村里垫资30多万元。

老村庄，新环境

文集村紧邻澧河，风景优美、文化底蕴

深厚，这里有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区

——文集遗址。但过去，村里垃圾成堆、杂

草丛生、污水横流……为整治人居环境，潘

世佑以村里留守妇女为主力，成立了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他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带

领大家修路、挖沟、栽树、清理垃圾。

2017年7月，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文集村人居环境整治也如火如荼。一天上

午，气温已经升到37摄氏度，由于过度劳

累，潘世佑突然晕倒，村主任许志军赶紧

将他送往常村镇卫生院。原来他患有缺

铁性贫血和高血糖，在医生强烈建议下潘

世佑才住了12天院。住院期间，他也没

闲着，时刻从微信群中关注着村里的动

态，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打电话协调处理。

“我们村是贫困村，脱贫攻坚任务

重。潘书记经常忙得忘了吃饭，那段时间

又黑又瘦，我们看着都心疼。”许志军说，

有好几次他身体顶不住了，就在村室里挂

着吊瓶工作。

如今，文集村不仅路通了、沟畅了、树

绿了，还改造了老街，利用老民居、老物件

打造“古寨”文化。目前，该村新建的“古

寨风情园”成了村中一景，“仰韶文化遗址

公园”项目已报省文物局审批。

脱贫村，新打算

2017年夏，一场大雨让村里六组的几

十亩玉米地被雨水淹没，被淹地的十几名群

众来到村委会，不由分说地指责起潘世佑。

潘世佑心里委屈。当晚大雨仍在持续，

他顾不上吃晚饭，来到农田里查看灾情。

“记得当时雨太大，但也顾不上那么

多了，赶紧叫来挖掘机连夜挖沟排水。”潘

世佑说，他当时只想着如果不及时排水，

乡亲们这季的收成可能就不保了。事后，

潘世佑自己掏了租用挖掘机的3700元

钱，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报销”。

潘世佑的两儿两女都十分孝顺，看着

父亲这么大年纪还在为村里事务操劳，常

常劝他不要干了。72岁的老伴孙武琴也

常劝他：“咱都这把年纪了，也该享几年福

了。”潘世佑总是嘿嘿一笑：“现在村民相

信咱，咱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信任，身体还

允许的情况下为啥不多做点贡献呢。”

文集村有520户1987人，耕地面积

只有1786亩。潘世佑通过调整种植结

构、鼓励村民外出务工、发展光伏集体经

济等帮助村民鼓起“钱袋子”。2018年，

该村整体脱贫，由于成绩显著，潘世佑被

评为“平顶山市劳动模范”，连续多年被评

为县“优秀共产党员”，村党支部多次被评

为县“五好党支部”。

看着越来越好的文集村，潘世佑又有

了新愿望——重建文集古寨，把历史文化

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进而带动村集体经

济，实现乡村振兴。

原阳 摘帽不摘帮扶 脱贫不再返贫

76岁老支书潘世佑 村民的信任不能辜负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培珠

7月3日，夏邑县刘店集乡徐马庄村新型职业农民王飞在葡萄架下通过视频与客户交流。据了解，王飞经营的农场占地250余亩，通过种植优质瓜菜果蔬，平均亩效益在3万元以

上，年纯收入超百万元。夏天摄

夏邑 家庭农场主 年收入超百万

为 党 旗 添 彩

不 忘 初 心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牢 记 使 命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吉星）“光荣牌虽小，但让我深深地感受

到了作为军人的荣耀，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我们退役军人的关心和重视！”6月24

日，当内黄县有关领导将“光荣之家”的

门牌悬挂到马上乡张固村64岁的退伍

老兵樊印生家的门上时，这位19岁参军

的老兵难掩激动之情。

当天，内黄县在城关镇南长固村、马

上乡张固村分别举行了为烈属、军属和

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仪式，樊印

生家是全县1.8万户军人家庭之一。“悬

挂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予军烈属和退

役军人家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荣誉，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军人及军人家庭的关

心关爱。”内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光荣牌是荣誉牌，同时也是

责任牌。挂牌子是亮身份，也是树标

杆。希望全县军烈属和退役军人继续

发扬优良传统，当好标杆、做好榜样，用

实际行动让‘光荣之家’更光荣。”

据介绍，该县通过集中采集、自主申

报、上门校核等方式，完成了18257户

军人家庭的相关人员个人的基本信息、

生活状况、享受待遇及主要诉求等采集

工作，并陆续为他们悬挂光荣牌。

内黄 1.8万户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倪崇）

7月3日，记者在方城县小史店镇徐冯村

村民魏红玉家看到，新建的厕所宽敞明

亮，抽水马桶、排风扇等一应俱全。“水冲

式厕所干净卫生没气味，现在我们的生活

品质和城里人一样。”魏红玉高兴地说。

近年来，方城县多措并举推进“厕所

革命”，确定103个示范村，因村、因户制

订方案。结合该县农村污水处理规划，

在已铺设管网的村庄，对改厕污水接入

管网集中进行达标处理，在没有管网的

区域配建村级污水处理设施、人工湿地

等，使用双瓮、三瓮式化粪池，通过一系

列无害化处理，使粪液经过厌氧发酵后

成为肥料回归土地。

方城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姜胜

说：“通过‘厕所革命’，农村居民生活品质

明显提高，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该县已投入改厕配套补贴资金6000

万元，已完成农户改厕任务近2万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杨绪伟）7月2日，商城县志

愿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该县

志愿服务事业开启新征程。

“县志愿服务中心是我们广大志愿

者的新家！”来自该县禾田志愿服务队

的潘雪兴奋地说：“我们将以此为新的

起点，真正把‘志愿者精神’带到日常工

作、生活和学习中去，激励更多的人参

与志愿服务。”

据了解，该中心位于商城县陶家河

畔美丽的滨河公园内，拥有包括室内

的理论学习宣传区、文明实践活动区、

志愿服务活动展示区等 10 大功能

区。为完善志愿服务中心组织架构，

该县还招录了6名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组建专

业志愿服务队6支，成立了县志愿服

务联合会，从社会各界选拔优秀宣讲

员120人。

近年来，商城县志愿服务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成为服务社会、传播文明、

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目前已建立各

类志愿服务站点158个，成立志愿服务

队531个，注册志愿者5.5万人，志愿服

务时长累计110万小时。

商城 5.5万名志愿者有了“家”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高文达徐泉泉）“今天是党

的生日，我们以脱贫攻坚推进会的形式

来履行政治使命……”7月1日，潢川县

文化会展中心会场座无虚席，脱贫攻坚

推进会上，各帮扶单位、帮扶干部、驻村

工作队郑重递交脱贫攻坚承诺书，以这

种方式庆祝党的生日。

近年来，潢川县始终坚持以党建引

领发展，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深入扶贫一线，全县脱贫攻坚工

作成效显著。“特色产业+园区+贫困

户”“优势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带动农户流转土地建设产业基地。花

木产业，把28万亩花木基地建设到农户

家门口，带动贫困户3600户11520人，

户均年增收4000元；糯米粉产业，一

“糯”千金“粘”万家，带动3600户贫困户

亩均增收300元。

“扶贫，不仅仅是让群众收入提高，

文化扶贫也必不可少。我们利用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个阵地，每年开展

500余场覆盖所有乡镇、村的扶贫扶志

系列宣讲和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传

播社会正能量。”潢川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李强说。

“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

觉行动，以实干实效赢得组织信任、群

众认可。”潢川县委书记赵亮说。

潢川 强化党建引领 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6月29日，

鲁山县团城乡花园沟村热闹非凡，街道

两旁摆满了各种当地特色农产品及特

色美食。当日，由团城乡党委、乡政府

主办的以“避暑清水源寻味花园沟”为

主题的首届花园沟美食节在此开幕，数

千名游客来到这个小山村里赏山水、品

美食、住民宿。

花园沟村是鲁山县深度贫困村之

一，下辖23个自然村，全村226户78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曾达129户

393人。而该村又因山高林密、气候凉

爽，同时又是清水河的源头，有楚长城

遗址、千年辛夷树和原生态的石屋、石

墙、石台阶等，旅游资源丰富。去年4

月，在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和鲁山县教体

局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该村确立了

“以民宿带动旅游，以旅游助推脱贫”的

发展思路。

去年10月，经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和

团城乡党委、乡政府牵线，该县在外创

业有成人士梁群来到花园沟村，投资

500万元发展清水源山居民宿项目，建

成了集休闲、住宿、餐饮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乡愁四合院和与之配套的沿河小

木屋、古韵餐厅等。项目今年4月运营

后，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游玩，14个房

间成了抢手货，游客最少需要提前一周

预定。目前，花园沟村已成功入选2019

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鲁山县花园沟村 贫困村变旅游热点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国务院扶贫办

从7月初起将对中西部22个省份2018年宣

布脱贫摘帽的283个县进行抽查。这是记者

在2日国务院扶贫办召开的“2018年脱贫摘帽

县抽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

抽查工作将按20%的比例进行，抽查内容主

要聚焦在退出程序的规范性、退出标准的准

确性和退出结果的真实性三个方面。抽查工

作组将按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数据分析和

实地调查相结合，第三方评估与暗访、部门平

时掌握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综合研判提出最

终的贫困县抽查结果，报扶贫领导小组审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2018年起，贫困县退

出专项评估检查由各省统一组织实施，并对退

出贫困县的质量负责，中央进行抽查。当年，中

西部22个省份共有284个贫困县申请退出，截

至今年5月中旬，283个贫困县通过了省级专项

评估检查，由省级人民政府宣布脱贫摘帽。

国务院扶贫办启动
2018年脱贫摘帽县抽查

方城 厕所高颜值 生活有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