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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妻子因家贫出走，留下孩子难坏庄稼汉，政府来帮扶———

贫困户朱贵山 赶着羊群奔富路
□本报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徐培 文 / 图

扛脱贫“千斤担” 当普查“先锋官”

赵青臣靠养牛脱贫啦
□本报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王海龙

“是党的扶贫政策让我走出了困境， 为人口普查工作
做点事情理所应当。 ”正在入户登记普查信息的唐河县少
拜寺镇黄庄村郭庄的赵青臣告诉记者。 在兼顾好家庭的同
时，赵青臣积极参与到全村人口普查的各项工作中，为“大
国点名”作出自己的贡献。

11 月 18 日，
细雨蒙蒙。 中午
12 时许， 南召县
太山庙乡下店村
贫困户朱贵山才
赶着羊群回到家，
和前来入户随访
的乡干部见上面。

家贫日子苦，恩爱妻子一去不返
年近 50 岁的朱贵山， 姊妹

4 人、弟兄 3 人，在那个“红薯
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的年代， 他的父母挣扎在温饱
线上，住的是烂草房，吃粮靠救
济，朱贵山很难娶上媳妇。 10 多
年前，经人介绍，朱贵山和一外
地女子结婚，夫妻倒是恩爱，但
感情不能代替油盐酱醋茶，在

和他生下一个女儿后， 妻子说
回娘家探亲，结果一去不复返。

朱贵山不知道妻子娘家在
何方， 他又当爹又当娘地拉扯
女儿过光景。“唉，那时太穷了，
我前些年患大病， 把积攒的盖
房钱都花光了。 人家在这过不
下去，咱不怨人家”朱贵山说。
10 多年过去了， 憨厚的朱贵山

对杳无音信的妻子还是一往情
深。

在亲人的帮助下， 朱贵山
的女儿渐渐长大。“值得我高
兴的是闺女上学很争气，自小
就努力学习， 现在已上高中
啦”。 提起来女儿，朱贵山很自
豪，指着屋里墙上的一张张奖
状说。

政府来帮扶，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在扶贫工作中， 朱贵山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家
享受到了“危房改造、教育补
贴、到户增收、七改一增”等扶
贫政策 ，修了门前路，院里打
了水泥地坪，购置了衣柜和沙
发。 家里焕然一新，朱贵山家
的笑声也多了。 帮扶人和村委
见他体弱干不了重活，就鼓励
他发展养殖业，到户增收项目

补贴他 5000 元，又帮他家贷款
10000 元发展养羊。 起初 10 多
只， 现在已 60 多只。 养着买
着，养着卖着，一年能赚三四
万元。

“养羊苦不苦？ 当然苦了，
一天往山坡上撵两回， 羊上山
啃草，有时天突然下雨，全身浇
个透， 你说冷不冷？ 今天的雨
小， 在野外穿着袄仍觉得有点

冷。 咱家的羊全是野草喂养，纯
天然、肉好吃，卖价高。 离过春
节还早着哩 ， 就已有人预定
了。 ”朱贵山说。

“今年我养了五六十只羊，一
年能挣个几万块钱。前些日子，村
里开展智志双扶活动， 我得了一
等奖，乡政府还奖励了我 2000元
哩。 ”说着这话，这位农村汉子满
脸的骄傲和自豪。 ⑤2

甘当普查“先锋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工作开展以来，赵青臣每天
臂带袖章、手持表册，挨家
挨户询问、登记人口信息。

2020 年 10 月，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前期摸底
工作开始。鉴于此次人口普
查需使用智能手机，有一定
的操作要求， 村里缺少人
手，于是赵青臣第一个带头
报名，迅速启动全村人口普
查工作。 每天吃完早饭，安
置好家里的病人和学生，他
匆匆来到村部，开始一天紧

张的普查登记工作。黄庄村
村子不大， 却地处唐河、泌
阳、社旗三县交界处，因属
于乡镇居民点、村民居住地
分布复杂， 流动人口多，工
作难度较大。他每天带着普
查员逐户走访，积极宣传国
家人口普查政策，详细登记
人口信息。 在他踏实、细心
的工作态度带动下，黄庄村
人口普查工作进展迅速，目
前登记录入率居全镇之首，
各项数据修正工作正在进
行中。

扛起脱贫“千斤担”
今年 41 岁的赵青臣，

自幼母亲病故， 自 2008 年
以来，其父亲、妻子相继突
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家里还
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学。接二
连三的打击和沉重的经济
压力，让这个农村汉子一度
痛苦失望，情绪消沉。

2016 年， 赵青臣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其脱
贫帮扶人、村支部书记多次
找他谈心、交心，讲解国家
形势及扶贫政策，使其逐渐
地从消沉中走出来，他决心
用肩膀为家人扛起“千斤

担”，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在镇、 村干部的帮助下，赵
青臣家先后享受到低保救
助、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残
疾人补贴、政府购岗等多项
扶贫政策。每天他在照料好
家中病人、 送孩子上学外，
利用到户增收扶贫项目饲
养黄牛，随着镇、村的帮扶
措施愈加扎实，其家庭经济
状况越来越好，他的干劲也
越来越高。 2019年，赵青臣
全家人均纯收入达 5000 多
元，经村“两委”综合评定，
其家庭光荣脱贫。 ⑤2

南阳市烟草公司油田分公司

量身定制措施 精准帮扶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高如衡 通讯

员 王成秋）日前，在官庄工区官
庄镇龙泉村，当地烟草部门帮助
贫困户魏举侠脱贫的事被传为
佳话。

魏举侠今年 42 岁， 是村里
的贫困户。他从小患有先天肌无
力，无法正常行走，靠一间副食
店维持生计。

2019 年 12 月，南阳市烟草
公司油田分公司开展弱势群体
零售客户精准帮扶活动，客户经
理文亮把魏举侠的情况如实向
该公司经理林楠作了汇报。了解
相关情况后，林楠立即召开全体
干部职工会议，决定把魏举侠作

为精准帮扶对象，并对他开展一
系列精准帮扶活动。

说起南阳市烟草公司油
田分公司如何为他开展精准
帮扶时，魏举侠心中充满了感
激。“去年 12 月 9 日，他们来
到我的店里，一进门就开始帮
我把货物分门别类堆放整齐，
清扫堆积杂物，还带来了一个
烟柜和一个背柜，把卷烟整齐
有序地摆放在烟柜里，背柜上
还进行了卷烟标准化陈列，使
我 的 整 个 店 面 形 象 焕 然 一
新。 ”“说真的，刚开始我以为
他们只是为了搞一次活动，拍
拍照，做做样子罢了。 但是自

从那一次帮扶活动后，文亮就
经常往我店里跑，为我量身定
制了一套帮扶措施，帮我解决
经营上的难题。 ”

通过文亮的帮助， 魏举侠
坚持做好每一个细节， 争取给
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今年以
来， 魏举侠每月销售香烟的平
均收入达到了 800 余元。

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很关
注魏举侠的生活情况，每逢节假
日，林楠都会带领公司工作人员
送去关心和慰问；文亮被魏举侠
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经常去帮
助他、关心他，鼓励他增强生活
信心、充满对生活的希望。 ⑤2

淅川县公安局

打掉一网络赌博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周

勇）近日，张某到淅川县公
安局报案称， 自己被一个
跨境网络赌博平台引诱被
骗 8000 元。

根据张某提供的相关
线索，淅川县公安局成立专

案组，最终确认犯罪团伙位
置，随即奔赴云南进行统一
布网行动，成功破除云南两
处网络赌博窝点，抓获犯罪
嫌疑人 8人，查处涉案电脑
6 台，银行 U 盾 4 个，银行
卡 19张。 ⑤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