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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商丘乡村故事

百年梦圆看百村 15出出彩彩河南 圆梦
小小康康

走进夏邑县太平镇三姓庄，清洁宽
阔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房、花园式的
农家小院、现代化的垃圾分类箱、“爱
心超市”积分领奖台、新时代文明实践
长廊、村史馆、长寿亭、连心桥……映
入眼帘，人在村中走，如在画中游的感
觉油然而生。

在谭大品家，说起脱贫致富，谭大
品的老伴李广金满脸笑容地介绍，2017
年因病致贫，自己家被建档立卡定为贫
困户，家里原有的8亩地，分给孩子后，还
剩 1.3亩地，收不抵支，穷得家里只有一
口锅、两只碗。县交通局驻村第一书记
王勇军一次次家访，帮助谭大品贷了3万
元，她在家养起兔子和羊，李广金在村建
筑队务工挣钱，两项加在一起，年收入
3万多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谭大品
一高兴，报名参加了美丽乡村大赛，登
台把幸福的心声唱了出来。

李广金说的美丽乡村大赛，是今年
春节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
《我的美丽乡村——走进河南夏邑》节
目，让三姓庄村与北岭镇孙后寨村打
擂，从环境美、生活富、产业强三个方
面“开打”。谁赢谁是擂主。为了争夺
擂主，三姓庄全村上下齐动员，从2019
年 1月就开始备战：整修道路，扩建村
室，绿化广场，购置垃圾分类箱，创建
新时代文明实践长廊；扩大种植养殖规
模，千方百计增加村民收入；做大做强
智慧农业，增加村民就业率……

“这都是打擂鼓得劲。”去年54岁的
李广魁与老伴马晓丽种植了 8个大棚西
瓜，年纯收入 5万多元。村民顾丽军是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增加收
入，第一书记王勇军引导她把 6亩地流
转给智慧农业种植黄花菜，除每年每亩
可得到1200斤小麦的租金外，她和儿子

儿媳还可在智慧农业务工，每人每天收
入 60 元至 80 元，家里年总收入 6 万多
元。退伍军人张世金，曾在苏州打工，
后来返乡创业，去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
助下养殖土鸡 2000只、大白鹅 400只，
成为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说到三姓庄产业脱贫，村民们不由
得个个点赞蔡振启。他在重庆打拼，由
学徒工到重庆商丘商会的会长，也算是
功成名就，为什么选择回乡？蔡振启
说：“辛苦的付出，挣的也都是血汗
钱。现在虽然产业做大了，但是我吃苦
耐劳的本性没变，为家乡谋福祉的初心
没变。”他在三姓庄投了 1.3亿元，搞了
龙港湾田园综合体。“我在外乡都能够
打拼出一片天地，在家乡为什么就不能
呢？我回来投资，让更多的乡亲富起
来，我们的家乡才会变得更好。”蔡振
启说，智慧农业、生态农业是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所以我将空中草莓
馆、十里花海打造成学习参观旅游的场
所。光今年国庆节这里就来了两万多名
游客，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发展。据统
计，三姓庄常年在智慧农业就业的村民
近 200人，有 60余户贫困户在这里脱贫
致富。

说起三姓庄村的变化，县交通局驻
三姓庄村扶贫责任组组长杨百胜如数家
珍地告诉记者一组数字：截至目前，该
村完成危房改造 212 户、教育补贴 107
人、慢性病证办理 204 人、低保 177
人、五保 24人、残疾证办理 42人、六
改一增 329户、贷款 191户。实施了产
业发展到户增收、公益性岗位、产业分
红等帮扶措施，实现了户户有一项刚性
帮扶措施做支撑，达到了真脱贫、不返
贫、能致富、稳得住的帮扶成效！

“三姓庄村获得擂主的真功夫还有
一项是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驻村第一
书记王勇军介绍说，我们的亮点就是在
垃圾分类上，我们鼓励村民把分类好的
垃圾放到垃圾站，然后会给你一个积
分，我们村里有一个爱心超市，村民可
以用积分去换取超市中的生活用品。现
在我们村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
知道垃圾分类。环境美了、村庄美了，
我们村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做客、来旅
游。现在我们有十里花海、有全国面积
最大的空中草莓馆，来游玩的客人多
了，我们的日子自然会越来越好。今年
4月 15日，全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在这里观摩，市委书记王战营对三姓庄
垃圾分类给予充分肯定。

三姓庄村：美丽乡村大赛得擂主
本报记者 韩丰

▲三姓庄村貌。
夏天 摄

◀三姓庄村民
在进行垃圾分类。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走进夏邑县韩道口镇洪佛寺村，
犹如走进了一幅唯美灵动的田园画
卷：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鲜花掩映的
健身场所，街道两旁散发着清香气息
的女贞树，废旧坑塘改造后的观景平
台，错落有致的休闲廊道，青翠欲滴
的玉米林、果园……和村庄融为一
体，成为城里人羡慕的田园风光。

“这都是县人社局驻村工作组给
我们带来的好处。”村民陈书奎在记者
面前连连竖起大拇指，动情地说，“刘
局长和他的驻村工作组是真心帮助我
们，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工作
组，俺打心眼里佩服。”

家在陈庄村的陈书奎，哥哥外出
打工，他在家伺候多病的老母亲，因
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整天愁
眉不展。2014 年，他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后，成了县人社局驻村工作
组的帮扶对象，该局驻村工作责任组
组长刘鸣宇几乎天天入户和他交流谈
心，鼓励他振作精神。一次次家访，一
句句暖心的话语，终于使陈书奎走出
了颓废的阴影。工作组为他争取了一
个村公益岗位，又在次年帮他办了五
万元小额贷款养殖蛋鸡。在工作组的
帮扶下，陈福奎的养鸡场规模日益扩
大，鸡存栏 8000余只，年收益在 10万
元以上。尝到勤劳致富甜头的陈福奎
没有满足，2018年又流转 10亩土地，
全部栽上了桃树。如今的陈书奎脱了
贫，致了富，整天乐得合不拢嘴。

陈电伦曾负债累累。2013 年 6
月，他东挪西凑25万元养了200多只
波尔山羊，由于缺乏经验和技术，
致使波尔山羊大批死亡，最终赔了
10 多万元。工作组来到洪佛寺村
后，不但送他外出学习养殖技术，
而且联系专家现场指导，千方百计
帮他打通销售渠道。陈电伦的养殖
技术日益提升，规模也越干越大，
2018年发展了400只羊的养殖场，年
稳定增收 20 余万元。村民陈二举、
刘海堂等人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
也先后走上了养羊致富的道路。

陈留运曾是个“赌徒”，因为家中
上有患脑血栓的老母亲需要照看，下
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妻子患有精神
病生活不能自理，如此沉重的负担
压在他肩上，让他对未来看不到希
望，于是整日沉迷于赌博。工作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多次找他
做思想工作，帮他改造了危房，为他办理 5万元贷款，建了个小
型养猪场。今年春天受疫情影响，猪饲料无法进村，工作组立刻
联系饲料供应商，解决了难题。2019年陈留运家年收入达到10
万元，以目前的养猪行情看，2020年预计年收入比去年翻一番。

对贫困户的帮扶，只是驻村工作组帮扶历程中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自 2014年以来，在县人社局驻村工作组的努力下，
洪佛寺村新修及硬化道路 12公里，修建桥梁两座，架设了 27盏
路灯，村里通上了公交车；为全村所有贫困户免费安装了自来水
管道；为142户贫困户进行了危房改造，投入资金120万元；为全
村所有贫困户免费安装有线电视；建设400千伏的光伏发电站，
年产生经济效益 20余万元；2017年为了激励贫困户致富，连续
三年进行星级评选；协调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融资平台，为
76户种植户、养殖户协调贷款300余万元；建设健全了村文化广
场、文化舞台、健身器材、公厕等……

环境好了，村子美了，村民富了，洪佛寺这个偏远的小村
庄，实现了从颜值到品质的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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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庄村位于夏邑县太平
镇西南，距乡政府驻地 4 千米，
是该镇 14 个重点扶贫村之一。
全村现有可耕地面积 4378 亩，
全村人均约1.3亩土地，现已流
转土地 1813 亩，特色种植面积
2000 余亩。下辖张集、祝庄、
三姓庄、尹庄、杨庄、闫庙、
臧破楼等7个自然村，14个村民
小组。全村973户3460人，其中
贫困人口375户1033人，已脱贫
365 户 1016 人，未脱贫 10 户 17
人，贫困发生率0.49%。

自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 三 姓 庄 村 整 合 涉 农 资 金
396.5 万元，硬化入村道路 8.25
公里，达到所有自然村均通水
泥 路 ； 建 成 了 标 准 化 、 智 能
化、多功能的党群服务中心；
面积 1000 平方米的扶贫车间，
已入驻酷壹鼎鞋业，累计带贫
15 人，并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
入3万元整；建成光伏发电项目
一个，规模400千瓦，带动贫困
群众 69 户脱贫；设置公益性岗
位 69 人，村级集体收入每年 20
万元左右。（韩丰 整理）

三姓庄村村情

尊敬的海亚春天1#、2#、3#楼业主：
海亚春天 1#、2#、3#楼工程原定于 2020 年 4月 30日交

付，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现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交
付， 1#、2#、3#楼尚未办理入住手续的业主，请于2020年7
月1日至7月15日，前往中州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50米路南

“海亚春天上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入住手续。逾期视为入
住，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有关约定办理。

特此公告
商丘海亚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交房公告

省道 209线（豫鲁交界—国道 310）公路改建工程梁园
区李庄乡新郑阁村 S314（原 S324）交叉口至李庄乡南庄周
大道交叉口段近期实行封闭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现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2020年 7月 5日 0时至 2020年 10月 31日
24时。

二、绕行路线：1.项目东部来往车辆绕行G105，自单县青
堌集入 S350 来往曹县方向。2. 项目东部来往车辆沿 S314
（原 S324），自民权孙六镇任庄村转入G220（原 S210），经宁陵
县柳河镇入G310来往曹县方向。3.小型车辆还可经凯旋北
路、X043线来往商丘至曹县方向，该路线大型车辆禁行。

请过往车辆及人员按照交通导向，减速慢行，注意安
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商丘市交通运输局
2020年6月30日

省道209线（豫鲁交界—
国道310）公路改建工程
道路封闭施工绕行通告

6月30日，夏邑县委组织部、县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
举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图解
展，县直机关党员干部1000余人围观学习。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韩丰） 6月 30日，夏邑县文学艺术中
心内座无虚席，该县作协、摄协、戏协、书协、美协、
音协、曲协等十大协会代表欢聚一堂，为夏邑县文学艺
术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欢庆该县文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
办公场所，有了盼望已久的“家”。

据了解，夏邑县文学艺术中心位于县城南知雨廊
桥，总建筑面积为 2600平方米，具备实践科学理论，宣
传宣讲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
文艺创作和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推进繁荣文艺创作，
举旗帜、聚民心、鼓士气等功能。

该中心由知雨廊桥的二层三层组成。二层主要为几
个协会办公区，包括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
会、美术家协会等协会组织和主体大厅、小型会议室。
主体大厅主要用来宣讲和展现文艺创作实践活动的成
果，有书画、摄影、剪纸等优秀作品，可以开展文艺、
文化交流活动。小型会议室主要用于小型研讨、宣讲、
书画创作等。三楼有戏剧、曲艺、音乐、管弦乐场所及
文艺志愿者的办公和活动场所，东西两侧分别挂有《文
艺天地》和《梨园春秋》牌匾。

目前，夏邑有文艺志愿者千余人，“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尤其在抗击疫情中，文学艺术志愿者创作出许多
鼓士气、聚民心、扬正气的文艺作品，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邑文艺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