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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睢县新闻

乡村振兴在行动
5月20日，正逢农历小满时节，驱车

行驶在睢县后台乡的“梧桐大道”上，微
风吹拂，道路两侧麦浪滚滚，令人心旷神
怡。

后台乡位于睢县县城西南 25 公里
处，地处汴、商、周三市接合部，是河南
省历史文化名乡、公安英模任长霞故里，
境内人文景观星罗棋布。

脱贫攻坚战以来，后台乡基层党建、
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
设、招商引资等多项工作齐头并进，成为
三市接合部一颗闪亮的“星”。

要抓实抓牢基层党建工作，党员队伍
必须优化。2018 年，后台乡换届选举，
有7个村党支部书记先后走马上任，其中
年龄最小的 27岁，实现了党的队伍年轻
化。年富力强的单电力当选为胡岗村党支
部书记后，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带领全
村干部群众开展“三清六改”、危房改
造、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公益岗位、集体
联建、村室改建、腰鼓队建立和产业发展
等一系列扎实工作，让该村旧貌换新颜。
同年，闫庄村年仅 32岁的致富能手刘政
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带领群众发展种植和养殖业，目前该
村有服装加工厂、建筑队、大型超市、建
材经销、门窗加工等多种增收项目，已形
成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的可喜局面。

产业兴则农村兴。在该乡北村睢县华
诚纺织有限公司并条车间内，草庙村村民
王静一边忙着将棉条并合喂入并条机内一
边说：“在厂里干活不仅离家近、能照顾
家里，每月还能领三四千元的工资，我很
满意这份工作。”该公司占地80亩，每年
纳税近 200万元，为全乡提供 300多个就
业岗位。

在胡岗村的北京新发地蔬菜供应基
地，占地面积200余亩的近60座大棚集中
连片、整齐排列。该村 62岁的脱贫户闫
秀玲说：“前段时间，40多个大棚的生菜
球已经卖光了，每天光采收就能挣到 100
多块工钱。现在棚里种着西红柿、西瓜、
辣椒、豆角等夏季农作物。”据了解，该
基地计划再流转土地新建 50个大棚，为
延长产业链还将新建一座600平方米的冷
库。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后台乡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状况为突破
口，重点开展农村垃圾整治、乡容村貌整
治、农村河塘整治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农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以“四美
乡村”和“五美庭院”创建作为改善人居
环境的重要内容，全乡统筹推进改厕工
程，目前全乡共 8100户已改 3900户。在
前常村女儿家住的亓德兰老人说：“村道
上干净，院子很美，厕所也没有异味，我

住这都不想走了……”
谈起今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如何稳

步前行，该乡党委书记李卫政信心满满：
“我们将始终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继续保持全乡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势头，整体推进各项工作，着力打造睢县
西南部特色乡镇。”

后台乡：三市接合部一颗闪亮的“星”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

▲在后台乡北村睢县华诚纺织有限公
司，村民实现了不出村即可就业。

▶后台乡胡岗村的北京新发地蔬菜供
应基地里，生菜球即将上市外销。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睢县胡堂乡王营村是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庄，世代农
耕，乡风淳朴，曹富强就出生在这个村。

这位魔术界的后起之秀，身怀绝技，走遍了祖国大
江南北，先后在郑州魔术团、新光魔术团、珠海歌舞
团、心连心艺术团、中原杂技团、夜光珠歌舞团等任
职，曾任新光魔术团团长。比利时、美国等一些外宾观
看了他的演出后，为他的神奇演技而倾倒，有意高薪邀
请他出国演出。

1977 年出生的曹富强，家中兄妹 4 人，他排行老
大。他自幼家中贫寒，喜爱杂技模仿。

“从 6岁开始。我就对魔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曹
富强说，上小学期间，只要周边村里有演杂技、玩魔术
的，他都逃学去看，甚至痴迷。14岁那年，曹富强初中
没有毕业就偷偷走出家乡，开始拜师学艺之路，先是跟
随郑州中州杂剧团魔术师孟庆元学习魔术，又先后拜在
摩纳哥第11届国际马戏杂技比赛中荣获“银小丑奖”的
孔红文、民间魔术老艺人王克坚和睢县老艺人彭新民为
师。10多年间，曹富强在传承中创新，“三仙归洞”“九

连环”“激光魔术”“人体分尸”“白纸变飞鸽”“空中夺
酒”“空袋变鸡蛋”等 200多样魔术，在他手里变幻莫
测、已臻化境，

2002年国庆节期间，他在北京昌平的一次精彩演出
赢得了比利时外宾青睐与推崇，有意高薪特邀他到比利
时演出。“我是中国人，更愿意把自己的绝艺献给祖国人
民。”曹富强婉拒了。

为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2010年，曹富强到河北省
沧州市吴桥与杂技大世界著名艺人王宝和切磋“三仙归
洞”技艺；2016年，又到天津拜“穆式传统戏法”第二
代传承人王武为师；2018年被文字友情新媒体聘任为演
艺部总监兼河南站名誉站长；2019年获中国泰坦魔术联
盟二等奖。如今，曹富强已受聘于睢县云腾生态园专职
表演魔术，还身兼秀春晚选拔魔术师、河南省电视台特
邀魔术演员。

“你魔术表演得神乎其神，对麻将、扑克牌是否能
变？”记者问。曹富强立即拿出一副普通扑克牌，说道：

“不管是麻将还是扑克牌，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随即就

进行了表演，他的演技让人目瞪口呆。但曹富强说，他
从来都不参与赌博。

谈起今后的打算，曹富强表示，一是在家乡建立一
个民俗馆，秉承文化自信的理念，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二是在家乡免费举行魔术表演，让家乡父老领略到魔术
神奇魔幻、奥妙动人的魅力。

曹富强的魔术人生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5月20日，航拍的睢县商务中心区（CBD），锦绣大道两侧绿树成荫、水城相融，各式现代化建筑展露新姿。目前，以建设中原水城城市会客厅品牌代言为目标的睢县
商务中心区内水、电、气、通信等市政工程、绿化景观体系等公共配套设施和公园、医院、酒店等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区域服务承载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中原水城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陆 曦）“说韩营，道韩营，韩营以前没
有好名声：大姑娘结亲不愿来，出门路
过怕韩营；如今韩营变化大，在党的英
明领导下，修了路、安了灯，美了家园
产业丰……”这是近日睢县河堤乡韩营
村老党员罗诗义自编的快板书《党的阳
光照亮了韩营村》，唱出了韩营村的巨
变，表达出全村群众对党的感激之情。

5月20日，时值小满，记者慕名来
到韩营村，刚进村子就被村内环境吸引
了：宽敞整洁的道路，围着红栅栏的花
池，粉刷一新的白墙，处处呈现出一幅
幅唯美画卷。

韩营村位于宁陵、柘城和睢县交界
处，俗称“三不管”。该村偏远落后，
过去因村风差、经济落后，光棍多、上
访多等因素而“远近闻名”。

“以前村里全部是泥土路，而且路
面有很深的沟，车子很难开进来。村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里环境也很差，
真是穷村僻壤，脱贫攻坚后才开始大变
样。”包村干部李征兵介绍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村党支部推动
成立了村关工委，积极发挥该村老干
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等“五老”人员作用，经多方努力，积
极申请项目、筹集资金，为该村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设施建设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5年来，该村新修道路 8公里，建设桥
梁1座，建成了文化广场、文化活动舞
台、文化活动室，安装了体育健身器
材，建设标准化卫生室、公厕；村里还
实施了安全饮水工程、进行了全村电网
改造并安装了变压器5套；修建完善了
小学和幼儿园；投放布置垃圾桶 150个，栽植绿化苗木 1000多
棵；安装了广场高杆灯、路灯 79盏，安装了广播大喇叭和村居
安全摄像头；新打农田机井7眼、维修了12眼……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产业兴旺是重点。“过去，村里群众收
入主要以传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没有支柱产业。要想让贫困
户根本性地脱贫，还是要以产业来促进就业，让他们有稳定收
入。于是，我们就把产业扶贫作为重心来抓。”驻村第一书记高
磊说道。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韩营村脱贫产业生机勃勃。在睢县
西月电子有限公司务工的该村贫困户张云霞说：“厂离家近，有
些活还能拿回家干，每月能挣2500多块钱。”如今，睢县伟杰养
殖合作社、韩营村蚂蚱养殖合作社、韩营村养鸭专业合作社等企
业先后落地该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打工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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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富强在睢县云腾生态园表演魔术。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史 霞）今年以来，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以“四不
摘”任务落实为主线，聚焦中央、省市县各类扶贫巡视督查考核
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抓好防返贫、促脱贫各项工作。

坚持力度不减，做到摘帽不摘责任。该局继续推行驻村工作
“五天四夜”驻村、帮扶人定期入村走访、督导督查等制度，并
把督查结果，作为年终个人考核的依据，最大限度保证了脱贫攻
坚队伍不散、力量不减。

坚持目标不降，做到摘帽不摘政策。利用帮扶人入户、电视
台专题宣传、微信推送等方式，大力宣传脱贫典型、脱贫目标、
现行脱贫标准和扶贫措施，向群众传递摘帽不摘政策的明确信
号，全面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坚持靶心不散，做到摘帽不摘帮扶。整合资金，全面提升贫
困村基础设施工程，配备文体器材，加强文化文艺人才培训。

坚持频道不换，做到摘帽不摘监管。该局加大对所帮扶的
13个村535户贫困户走访密度，依照中央、省扶贫巡视考核督查
反馈问题，采取清单管理、挂账销号的方式，及时调整动态管
控，并完善“一户一策”计划方案，确保实现高质量稳定脱贫。

睢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落实“四不摘”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本报讯（项 龙 黄子茜）“通过到县纪委监委跟班学习，对
案件证据的把关、程序规范了解得更为全面，对于刚进入纪检监
察队伍的我来说受益匪浅……”5月 20日，谈到跟班学习的收
获，睢县城郊乡纪检监察干部李晓东感受颇深。

为解决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生疏、能力不强等问题，近两
年，睢县纪委监委推出跟班学习制度，通过抽调基层纪检监察干
部参与上级审查调查实战，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按照县
纪委监委“五个提升”要求，坚持把干部队伍能力提升作为做好
纪检监察工作的“必修课”，搭建案件审理轮流跟班实战练兵平
台，着力以干部队伍监督执纪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带动全县
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

“我们根据工作实际，将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纪检干
部分批抽调到案件审理室跟班学习，每班 2个月。在跟班期间，
分别指定一名业务熟练的审理室干部作为‘导师’，采取一对一
方式进行指导。”睢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突出以案件审
理程序、党纪法规知识为重点，着力提升干部敢于斗争、敢于说

“不”的同时，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格按照
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确保干部队伍监督执纪执法水平高
素质、专业化。截至目前，已有8名乡镇及派驻纪检监察组干部
到县纪委监委机关进行跟班学习，60余名乡镇纪检专兼职人员
参与巡察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 18张光盘和 4本配套讲义‘口袋书’
及‘求是学堂’，下大力气持续抓好全员培训和实战练兵，着力
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队伍，切实夯实纪检监
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睢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睢县纪委监委推出跟班学习制度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