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桐柏县毛集镇光武村脱贫户孙保本

找准路子 脱贫致富有奔头
“1985 年 9 月，我出生于

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母
亲在我年幼时不幸离世，家中
仅靠父亲刨地把我们姊妹 4
人养大，生活非常艰辛。 2017
年，正在地里干活的父亲突发
脑溢血， 被邻居们送进了医
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毛
集镇党委、政府、光武村脱贫
攻坚责任组了解到我家的实
际情况，把我们一家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记得那天，驻村
第一书记代金学走访入户时，
把我家的详细情况记到了小
本子上。 由于我上过学，对电
脑特别精通，当他得知镇里组
织了免费电商培训班后，让我
去学习电商知识。在村里的帮
助下， 我开起了以销售黄桃、
花生米等土特农产品为主的
网店。

2018 年， 由于光武村的

黄桃品质好，价格公道，客户
好评不断， 当年电商销售总
额达 20 万元，这让我坚定了
电商销售的信心。 去年，我不
仅把自家产的优质黄桃、优
质花生米、土鸡蛋销售出去，
还通过网店帮助贫困户把他
们的香菇、木耳、土鸡、蜂蜜
等特色农产品一并上网销
售。 渐渐地，我的电商越做越
顺利，仅电商一项年收益达 8
万元， 还清了父亲的医疗债
务，顺利脱贫摘帽。 ”⑤2

他们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他们勤劳肯干，脱贫致富；他们———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绽放出彩人生
□本报记者 杨青 文/图

6 月 29 日，我市“小康路上 奋斗有我”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市基层的 5 位脱贫攻坚典型代表讲述了他们扎根基层、尽职尽责、无
私奉献的扶贫故事。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精准发力，持续攻坚，目前累计实现 78.65 万贫困人口脱贫；镇平、内乡、方城、社旗、淅川、
南召、桐柏 7 个贫困县摘帽、1100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建档立卡时的 6.63%下降到 2019 年底的 0.63%。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
快，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我市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驻方城县二郎庙镇滹沱村第一书记杨晓鹏

无私奉献 播撒一片爱民情
“驻村两年多来， 我和滹

沱村两委班子及父老乡亲同
吃同住同劳动， 脚下沾满泥
土，心中饱含热情，较好地完
成了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
扶贫、 为民办事服务的工作，
同时也对农民、农村都有了深
刻的认识和思考。

近两年来，我和滹沱村的
干部群众一道，为贫困户实施
了光荣合作社、 光伏扶贫、危
房改造、到户增收、金融扶贫、
转移就业等措施，有力地夯实
了脱贫致富的根基；为滹沱村
修建道路约 10 公里， 实现了

‘户户通’， 修建了垃圾中转
站、 捐建了高标准卫生所、改
善了小学的基础设施。

2018 年 6 月的一天清
晨， 我走到五保户崔国申家
中，不料，他突发了心脏病，独
自一人蜷缩在院子里，我立刻
将他送到县医院就医，及时挽
回了生命；贫困户崔孟恩罹患
淋巴瘤和双侧股骨头坏死，我
多次帮助他寻医问药，照顾他
的生活， 关心他的思想动态，
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驻村
第一书记舍弃家庭， 无私奉

献，，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想，
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只有努
力奔跑，实现人生价值，锻造
出彩人生，才能无愧于今天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

市住建局驻淅川县金河镇彪池村第一书记黄飞

实干为先 争做脱贫引路人
“淅川县是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 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河南省深度贫
困县。 金河镇彪池村，就是深
度贫困村的一个缩影， 脱贫
难度很大。

‘有水不能养鱼， 有山不
能放牧，有矿不能开采’是淅
川县扶贫开发产业发展的真
实写照。我在各级部门的支持
下，因地制宜发展彪池村脱贫
产业。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
村民们脱贫致富提供技术支

持， 并协调帮扶单位投入 24
万元扶贫资金， 种植朝天椒，
养殖小龙虾,小蜜蜂、淡水鱼，
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在驻村期间，我为彪池村
修建村户间路，安装太阳能路
灯，设置垃圾收纳箱，新建生
活污水处理中心,进行危房改
造、旱厕改造等，彻底改变了
村容村貌，提升了群众的生活
水平。

通过党的引领和各项扶
贫政策的落实，从上级到基层
的共同努力，如今的彪池村变
得更美了，群众脸上的笑容也

多了。 下一步，我将继续和全
村干部群众在一起，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勤劳致富，让
每一个贫困户都能过上幸福
的日子。 ”

唐河县市场监管局派驻桐寨铺镇李岗顶村驻村工作队员丁璇子

奋发努力 干到群众心坎儿上
“我刚出校门， 就进了农

门，并且从事了号称‘天下第
一难’的扶贫工作。所以，2019
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
一年。

工作第一天，看着墙上张
贴的结对帮扶表、各种脱贫政
策标准，让我彻夜难眠。于是，
我立即行动，配合第一书记和
村‘两委’干部开始熟悉村情
户貌，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
全村 62 户脱贫户和贫困户的
基本情况摸了个透亮。

如今，我不仅对驻村工作
队员的身份游刃有余，同时也
适应了帮扶责任人的角色。我
记得， 李天堂母亲 87 岁高龄
了，患有肢体二级残疾和长期
慢性病，行动不便，为了能让
她用上慢性病卡，每月享受买
药补贴，我主动去县里便民服
务中心为她激活慢病卡，并为
她购买治疗急性脑血管病后
遗症的药。为了给她讲解新政
策、更新档卡资料，一天去了
她家 3 趟，村里的扶贫专干笑

着说，她家附近街坊邻里全都
认识你了，看来你干工作干到
了群众心坎上了。 ”

唐河县苍台镇后陈排湾村脱贫户杨金枝

致富路上 走出了出彩人生
“4 年前，我家穷困潦倒，

我本人肢体 4 级残疾，婆婆肢
体 3 级残疾， 公公年迈体弱，
两个孩子还年幼，丈夫靠种地
养活一家人的生活。 2016 年，
我家因残、因病，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2018 年，驻村工作队介绍
我丈夫到广州一家物流公司
务工，而我被村支书和驻村第
一书记安排到县里的昊蕴针
织有限公司参加针织衫加工
技术培训。由于有一定的文化
基础， 我做的针织衫越来越
好，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熟练
工。 后来村支书找到了我，让
我牵头当技术指导，带领大家
一起致富，我二话没说就同意
了。 在我的带领下，村里的 19
名贫困姐妹开始了针织衫加
工。 随着技术的熟练，大家的
收入开始逐渐提高，2018 年
我们光荣脱贫。

脱贫路上，不仅让我走上
了致富道路，还让我走出了别

样人生。 2018 年村委换届，我
有幸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被
选为村委干部,负责村里的扶
贫工作。通过参加县乡专题培
训和业余时间自学，我的业务
水平快速提升，工作能力也得
到了很大提高，赢得了镇领导
信任，又把我抽调到镇扶贫办
参加全镇的扶贫工作。

如今的我， 越是向前走，
越是初心不改，把为乡亲们谋
幸福、 带着他们奔小康的念
头，记在心头、扛在肩上，用我
最大的力量感恩于这个伟大
的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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