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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底，河南省公布 33个退出
贫困县名单，宁陵名列其中。

在 60余万梨乡百姓高兴的同时，3万
多少数民族群众更是欢呼雀跃。他们同时
感谢着一位来自北京的“亲人”，那就是最
高人民法院派驻宁陵的扶贫干部杨建文。

初心不变扶贫情

2017年 8月，杨建文根据组织安排，
挂职宁陵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在拿到
分工表时，众多分工中“扶贫开发”四个
字令他陷入沉思。当时，正值脱贫攻坚处
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压力
可想而知。

3万多少数民族、609户 1865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这些关键数字吸引了杨建
文的注意。经过深入调研，他决定抓关
键、找突破，从团结入手建感情，从帮扶

入手促脱贫，坚持“民族团结一家亲”，
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民俗生态游，带领大
家脱贫致富奔小康。

民族团结一家亲。“亲”是工作开
端、破题出口，更是用力重点。

在统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时，杨建文
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提前沟通，协调
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优先安排，充分照
顾。乔楼乡白庄村和刘楼乡谢西村是直接
受益者，在改善村基础设施时，这两个少
数民族贫困村优先整合项目资金 1000多
万元，建起了文化广场、村室、卫生室。
危房改造、教育医疗扶贫、转移就业，优
先对少数民族贫困户、贫困村。

产业是脱贫关键。在多次调研基础
上，杨建文结合少数民族特色，大力扶持
回族贫困户发展传统养殖业，培育民族特
色餐饮、民族特色休闲旅游。目前，城关
镇、刘楼乡养殖企业和大户不断增多，乔

楼乡特色乡村游初具规模，均成为当地群
众脱贫“法宝”。

心系百姓助脱贫

教育的力量如春风化雨，浇灌民族团
结的种子在心中不断扎根、成长。

杨建文打破惯性思维，创新扶贫模
式。促成最高法院安排专款，对宁陵全县
364个行政村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部分驻
村第一书记610余人统一培训，发挥“头
雁效应”；协调知名电商平台与宁陵搞战
略合作，实现宁陵优质农副产品、群众等
多方共赢；带领县科协专家，在全县 14
个乡镇168个村，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技术、增产增效节肥技术、农作物田间管
理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联系北京协和医
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等首都各
大知名医院专家，到宁陵开展健康扶贫讲
座及义诊。

用真心扶贫助困，用实措施助民增收
致富。2017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年，为
协助县、乡、村扶贫干部推进精准扶贫工
作，杨建文在宁陵城乡之间奔走。特别是
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每个贫困户是否有劳
力，靠啥增加收入，有什么需求，他都装在
心中，与帮扶干部落实沟通研讨工作，耐心
做群众思想工作，鼓励群众发展生产。

越深入接触和了解扶贫工作，杨建文
越认识到：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是
党委、政府的首要任务，更是他这个“外来
干部”的重要使命。为此，他工作不分昼
夜，北京的家成了“客栈”，宁陵乡村成为

“新家”，他坚守在扶贫一线，融入梨乡百姓
之中。

扶贫，重在造血。杨建文利用多方资
源，引进三宁农化公司，全投产年产值达
18亿元，缴税超 3000万元；依托中国酥
梨之乡优势，向中央争取 7500万元项目
资金，在宁陵打造田园综合体，发展特色
经济。

“外来人”成为“贴心人”

“要不是杨县长帮忙，我们公司可签
不了这个国外巨额订单，太感谢他了！”
说起杨建文，宁陵县的义江民族服饰总经
理王朝印连连感激。今年，在杨建文帮助
下，王朝印参加了一带一路国家考察洽谈
业务，“抱回”2亿元大订单，为公司发展和
助力脱贫攻坚夯实了基础。

两年来，700多个日日夜夜，杨建文时
刻关心着贫困群众，把民族团结放在心坎
上、落实到行动上。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
而是喜欢走村串户，喜欢与老百姓拉家
常。谁家有困难就到谁家去，尽心尽力帮
助解困，在群众中有口皆碑。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杨建文的
真心扶贫换来的是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但
杨建文却说：“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
够，虽然乡亲们脱贫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努
力奋斗，争取尽早过上小康的幸福生活。”

梦想引领，责任担当，让这个首都的
“外来人”，在千里之外的国家级贫困县宁
陵扎下了根，最终成为梨乡百姓的“贴心
人”。“特别是看着少数民族贫困群众那信
任的眼神，我只有行动行动再行动，才能让
自己的内心踏实下来，也将自己的梦想绽
放在宁陵。”杨建文如是说。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做好民
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
的是以心换心。”杨建文常说，人心来自何
处，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互帮、互助、互敬，加
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只有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共荣、共
赢、共享。

坚守贫瘠梨乡，不变赤子情怀。杨建
文认为，民族团结不是要干多么惊天动地
的大事，而是贵在坚持，坚持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做起，日积月累的干一些实事。帮助
群众致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实现梦
想，在杨建文看来，就是“天”大的事。

真情维护民族团结 真心助力脱贫攻坚
——走近最高人民法院派驻宁陵扶贫干部杨建文

文/图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6 月 11 日
早上，在宁陵县城关镇西湖旁上演了舍己救人的感人一
幕：一位年近六旬的妇女不慎落入水中，性命危在旦夕。
就在这生命攸关之际，一名退伍军人闻讯飞奔而来，不顾
自己的病情挺身跃入水中，他奋力拉住落水妇女，将她艰
难地拖到岸边。

这位见义勇为的退伍军人叫姜玉现，今年 60岁，是
宁陵县程楼乡姜庄村人。由于他身患重病，刚做过手术，
女儿姜萌萌请他到中央豪庭小区家中养病。“当时落水者
命悬一线，我来不及多想，只想着抢时间，尽快救人。”6
月12日上午，姜玉现接受了记者采访。据他讲述，6月11
日清晨6时许，中央豪庭小区里一片安静，人们大多还在
睡梦中，早起锻炼的姜玉现忽然听到有人呼喊：“有人落
水了，快去救人啊。”他没有一丝犹豫，便一个人奔向小
区后的西湖。

小区和西湖中间有一道高达2米的铁围栏，他奋不顾
身攀爬过去，腿上划出几道伤痕。“我赶到河边时，只见
那落水妇女在水上漂浮着，距离河岸有6米多远，水一直
往嘴里灌，她没有挣扎、没有呼喊，好像失去意识了。”
姜玉现回忆说，他站在石栏上向水中扑去，努力游向落水
者。待靠近落水者后，他紧紧拉住她的双腿游回来。由于
湖水深不见底，又加上他身体虚弱，这一来回折腾让他感
觉很疲惫。

河岸很陡峭，有1米高，全是用石块砌起来的。姜玉

现将落水妇女拖到岸边，怎么也无力爬上去，他只好等待
救援。5分钟后，闻讯赶来的人们才七手八脚将他们用布
条拉上来。其中参与救人的孙礼萍介绍说：“当时第一个
发现落水者的是三楼的一位业主，我是第二个知道的。我
一边喊人去救，一边拨打119和120。119救援人员还没有
赶到，老姜就把人给救出来了。后来120急救车将落水妇
女接走，送到县人民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落水者已
经脱离生命危险。”

姜玉现看到急救车将人载走后，他才转身回家。“我
父亲一身湿透，头上、身上都是肮脏的绿沫，我赶紧让他
洗澡，换衣服。”女儿姜萌萌既心疼又埋怨，“他为了救
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去年他患上了心肌梗塞，做
支架手术不足一个月，医生一再叮嘱不让出力，不让劳
累，他这次救人是拼上性命了。”

正在记者采访时，落水妇女的儿子乔磊前来看望姜玉
现，他紧紧握住恩人的手，口中不住地道谢：“医生说如

果晚救两分钟，我母亲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全家发自肺腑
地感谢姜叔。”

据了解，这是姜玉现第二次跳水救人。据他爱人宋桂
芝讲述，30年前的一个隆冬，村里一名3岁的男童落入水
中，围观的人众多，只有姜玉现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后来
孩子得救了，他却受冻住院治疗一个月。

“咱是一个兵，退伍也不褪色，看到人民群众有生命
危险，我义不容辞，要第一个冲在前。”采访结束时，憨
厚的姜玉现说。

六旬妇女落水命悬一线 宁陵退伍军人舍己救人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6 月 10 日，市委组织部发布
《表扬通报》，对宁陵县党建工作进行全市通报表扬。

通报指出，宁陵县张弓镇小吕集村在上级党委的领导
下，不等不靠，奋发图强，戮力攻坚，三四年间，在村里
建成5个扶贫车间，年产值4000万元，吸纳370多个就业岗
位，带动全村 67户贫困户脱贫致富，人均年纯收入 2.6万
元，从一个重点贫困村一跃成为宁陵县基层党建、脱贫攻
坚、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四项全能”示范村，富起来的
乡亲不忘感党恩，建起了全市第一个村级党建馆。《河南日
报》《商丘日报》刊发了小吕集的经验做法。《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河南宁陵小吕集由重点贫困村跃升到“四项
全能”示范村》《河南宁陵：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小吕集
答卷”》先后于4月5日、6月3日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刊载，移风易俗举办集体婚礼、脱贫群众和帮扶队员共包
粽子、过端午等活动先后在中央、省电视节目中播出，充
分展示了基层党组织在带领群众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弘扬和谐新风中的风采，获得较好社会反响。

张弓镇党委以小吕集村党建馆为基础，不断挖掘红色
资源，建立了全镇、全县党员教育活动基地和青少年教育
基地，教育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筑牢党在农村
的执政根基。小吕集村不等不靠、聚力发展、善于总结、
不断前进的做法为广大基层党组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
广、可拓展的经验，特提出表扬。希望全市各级基层党组
织，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广大党员、驻村第一书记和扶
贫一线干部以此为榜样，认真学经验、查不足、补短板，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
助力乡村振兴，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献礼。

宁陵县党建工作受通报表扬

因为他一年用坏五六把大扫帚，村民们都称他为“扫帚大
叔”。他叫屈元章，今年81岁，家住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

屈元章老人年轻时是犁上来耙上去会摇耧撒种的一把好
手，他干到 75岁，儿女劝他“退了休”。可勤劳一辈子的老
人总想找点活干，于是他就在小院里种杏种梨栽石榴，没过
几年院里杏花开、梨花白，石榴花开招蝶来，把个小院装扮
得挺美。

屈元章觉得能在这美好的环境里颐养天年，是晚年的幸
福，所以他每天拿把大扫帚把个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
的院落收拾好了，他惦记着两个儿子、3个孙子 5个家，他念
起儿孙忙碌打工种田，就拿着大扫帚进了这些家门，把各家
的灰尘草叶扫进粪坑里，把垃圾捡拾起来放在门前的塑料箱
里。

儿孙家有这一个“义务”保洁员，家里的环境变美了，清
洁卫生了。前年，村里评比“五好人家”，屈元章下属 5户全
被挂上环保花，受到村民称道。

屈元章老人天天忙着扫自家的院子、儿孙的院子，还感
到松闲，从去年春季开始，当他看到村里一前一后修了两条
宽敞洁净的水泥路，他为了让这两条大路经常保持干净整
洁，便在每天 6时起床后就扛着大扫帚到路上打扫。焦林坡
村虽小，可一前一后两条村路也有四五百米长，一位 80 岁
的老人天天坚持在此道上清扫，一年多的时间里扫坏五六
把大扫帚。

这日早晨，当他拿起扫帚再次当起“清道夫”时，脚下一
滑倒在地上。过路的一位邻居把他拉起来，又叫来他儿子，儿
子就劝他说：“爹，你已是80多岁的人了，苦活脏活累活你干
一辈子了，再说咱村里公推有保洁员，你就歇歇吧！”“我歇着
干什么？”屈元章问。“歇下来看电视。”儿子说。儿子下命令
了，老头子不敢不执行。可第二天他又扛着把大扫帚来扫路
了。儿子得知后又来质问他：“爹，你咋不在家看电视？”老人
家听后很严肃地答：“我就是看电视了，才又来打扫卫生的。
因为电视里播的是环保节目，我见习近平讲绿水青山才是金山
银山。我又见省里、市里召开环保攻坚大会，领导在讲，保护
环境人人有责。我这个老头子别的事不能出力干，可得听总书
记的、听地方领导的，为把村里的环境卫生工作做实做好，我
这个‘扫帚大叔’还得出力流汗，不怕再扫坏几把扫帚，小子
你也快来干吧，因为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扫帚大叔”的“环保经”
□ 屈效东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 6月 12日上午，柘城故城西城墙
暨邵园汉墓保护展示工程开工仪式在柘城县规划展览馆南侧举
行。这标志着该项目在 2018年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后正式进
入保护展示阶段。

柘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积极履行保护
职责，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多次邀请省、市专
家学者对柘城故城西城墙、邵园汉墓保护工作进行勘探、研
讨、编制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并上报省、国家文物局进行审
批。柘城故城西城墙暨邵园汉墓保护展示工程于 2018年顺利
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并下发了文物保护资金近2000万元。

柘城故城位于柘城县容湖畔，是一座古城池城墙遗址。柘
城故城层叠着从新石器时代至明代的文化遗存，总面积达288
万平方米，是豫东地区文化内容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2000
年，柘城故城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河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3年5月，柘城故城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 8月至 10月的最新考古成果
表明，柘城故城的城墙为战国时期筑成，还发现有汉代建筑夯
土台基、战国和汉代及明代的古井。像柘城故城这样完整、大
规模的城池在中原地区并不多见。这座故城从战国时期一直使
用至明代达千年之久，城池具有延续性。柘城故城对研究中国
古城池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柘城故城西城墙暨邵园汉墓保护展示工程项目实施之后，
将大大改善柘城故城的环境面貌，激发其文化要素，最大可能
地保护其真实历史信息，为柘城故城的总体保护和利用展示奠
定基础，对促进柘城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以文化城”提供重
要的历史文化支撑。

建成后的柘城故城西城墙暨邵园汉墓保护与展示工程，将
成为研究柘城历史的一个重要平台，展现柘城厚重文化的一个
窗口，为丰富柘城文化旅游产业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柘城故城西城墙
暨邵园汉墓保护展示工程开工

本报讯（记者 蒋友胜）夏假来临，雨季又至。柘城县
李原乡未雨绸缪，扎牢夏季溺水安全网，多举措预防溺水
事故发生。

加大宣传力度。在学校门口、河沟和池塘旁边、村街
主要路口悬挂宣传条幅，广泛宣传池塘、河道游泳的危害
性，要求辖区各学校利用广播、黑板报、班会、家长会、
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溺水的危害和
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切实增强学生防范意识。

全面张贴警示标志。组织乡综治办、派出所、学校等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河道、池塘、沟渠等危险水域进行全面
细致的隐患排查，对存在危险、隐患的水域，设置危险警
示牌，以显眼的警示文字提醒大家时刻敲响防溺水安全警
钟，提醒学生远离溺水区域。

加强责任追究。乡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分管
领导主动协调，各村、学校具体落实，层层明确管理措
施和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防溺水工作机制。如果因为
责任落实不到位而造成溺水事故，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柘城县李原乡

多措并举防溺水

柘城县高赵村村民张志军采
取安全、自然的生产方式，用纯
有机肥发酵做基肥，不用任何农
药、化肥、激素生产蔬菜，很好
地保持了蔬菜的品质、口感，市
场需求旺盛，受到消费者的普遍
欢迎。他的大棚蔬菜每亩收入能
达到 1.5 万元。图为 6 月 12 日，
张志军正在番茄园里采摘有机番
茄。 张超 摄

6 月 12 日，柘城县产业集
聚区内厚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
工人在对钻石微粉进行分晒工
作。该企业是专业生产金刚石
微粉和金刚石单晶的科技企
业，占地面积 210 亩，总投资
1.6亿元，是目前国内较大的金
刚石微粉生产企业，公司产品
除内销外，还销往日本、韩
国、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本版新闻统筹 高会鹏 蒋友胜

杨建文经常深入梨园，与梨农交流增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