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饰加工企业入驻宋破楼村

扶贫车间，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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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区勒马乡宋破楼村辖3个
自然村7个村民组，共512户1760
人，耕地面积 2262 亩，村“两
委”班子健全。该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169户450人，已脱贫167户448
人，未脱贫2户2人。

宋破楼村位于327省道旁，东
临商周高速出口1公里，地理位置
优越，土地资源丰富。2018 年，
该村引进光伏发电年项目，为 42
户 贫 困 户 带 来 经 济 效 益 。 2019
年，益歌泰服饰有限公司入驻该村
扶贫车间，带动当地 100 余人就
业。目前，千亩蔬果示范园正在建
设。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及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
院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宋破楼
村夯实稳定脱贫基础、有效改善人
居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呈现
出业兴人和的良好发展势头，全村
村民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阔步前
行，携手圆梦。（邵群峰整理）

宋破楼村村情

7月 18日，在宋破楼村灯火通明的
扶贫车间里，成排的缝纫机“哒哒”作
响，工人们忙中有序；绿意盎然的瓜果
基地，满棚的瓜香扑鼻；村街小巷干净
整洁，路边月季开得正艳；门口聊天的
老人们谈笑风生，幸福感溢于言表……

“宋破楼村容村貌都挺好，一点也不
破，咋起了这个名字？”记者问随行的驻
村第一书记李帮建。

李帮建来自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睢阳区勒马乡宋破楼村驻村五年多，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他说，
明末，生活在这里的宋姓人家业颇丰，
新建的楼房尚未完工，农民起义爆发，
李自成与官兵作战，以楼为炮台，新楼
毁于战火变破楼，“宋破楼”由此得名。

“以前是新楼变破楼，现在是破楼
变新楼。”说起宋破楼村的变化，村党
支部书记宋会国颇为自豪。以前村里
啥模样？“宋破楼人人愁，风沙吹起盖
住牛”。“现在的宋破楼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去年，我们村代表睢阳区
在全市人居环境观摩评比中，还获得
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呢。”

秦庄是宋破楼村的其中一个自然
村，村庄不大，但规划有序。道路横平
竖直、宽阔平坦。房前屋后，鲜花绿植
枝繁叶茂。粉墙黛瓦，相得益彰。家家
院落干干净净，路边篱笆墙内翠意盎
然。正是绿树村边入幽径，闲看中庭栀
子花。

“村里人的居住条件不输城里人，炊
烟袅袅的景象寻不见了。”李帮建心里反
而幽然起来。村里把一个闲置的老屋改
造成村史馆，陈列村民捐助的棉纺车、
铡刀、算盘、粮票和曾经的生产农具
等，见证着人们生产生活的历史变迁，
留住了渐渐逝去的乡愁记忆。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栖霞湖、芙蓉湖不是湖，而是秦庄
原来的两个破坑塘，原来垃圾遍地，杂
草丛生。帮扶单位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和第四人民医院分别捐助 10万元和 5万
元，改造为“湖”。面积不大，倒也竹栏
绕湖，云影徘徊，成为村中一景。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现在的“明星
村”，宋破楼的巨大变化绝不仅仅是村容
村貌和人居环境。

在村头 1900 多平方米的扶贫车间
里，益歌泰服饰有限公司的数十名工人
正在忙碌，生产场景热火朝天，一双双

滑雪手套成品正等待着出口欧美国家。
“在今年疫情影响的不利情况下，外贸出

口行业全面受阻，但我们的订
单持续不断，一直满负荷生
产，现在订单已经排到 11月份

了，预计今年的出口产值 900多
万美元。”车间负责人张勤学说。

来自邻村的杨盼盼负责手
套缝制，她对这份工作非常满
意，“一年四季活不断，工资多

的时候能拿好几千呢。况且
我们离家近，上班方便，中
午还管饭，下班回去也不
耽误照顾家。”

和杨盼盼一样，车间
里百十号员工都是宋破
楼或邻村的村民，其中
贫困户占了1/4。
“产业的兴旺发展让村

民放下锄头变成产业工
人，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不用漂

泊在外了，既挣到钱又能照顾家，有效
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数。”李帮建说，

“同时，这个扶贫车间也带来了 8.5万元
的租金，加上光伏发电的 4 万多元收
入，村集体经济得到壮大，为全村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百亩西瓜基地里，村民宋信峰也
在忙碌着。他的 94 座标准化塑料大棚
内，头季 8424西瓜已经所剩无几，第二
季3万多株原生西瓜苗已经进入待种期。

谈及今年的收成，老宋黝黑的脸上
绽放出笑容，“一个大棚大约出瓜 2500
斤，一亩地收入万把块钱，除去成本，
基本上能落一半。”粗略一算，老宋一季
净赚几十万元。西瓜管理最多时要用
五六十个工人，老宋在自己致富的同
时，又增加了周边村民的收入。

闻讯赶来的乡人大主任曹俊杰介绍
着不远处的千亩硕果基地，政府已投入
311万元，将建成 200亩菊花基地、100
亩葡萄园、33亩高油酸花生基地，40亩
冬桃，还有有机蔬菜基地和冷链物流基
地，群众的致富路子将更宽广。

短短几年时间，宋破楼村成功脱贫
摘帽，实现了有里有面、内外兼修的华
丽蜕变，“市级文明村”“巧媳妇创业就业
脱贫攻坚示范点”等荣誉称号即是最好
的注脚。李帮建也凭着一颗赤诚之心，
做出了群众称赞、组织满意的实绩，2016
年被评为商丘市“十佳驻村第一书记”。

宋破楼村：美丽乡村“破楼”变“新楼”
本报记者 孙克东 邵群峰 常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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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月 24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25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2021143562， 户
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雏鹰路南侧世纪花园5号楼
13层1302号房产，房屋为钢混结构，建筑设计用途为成套住宅，房屋总层数 （地上） 15
层，所在层数为13层，建筑面积：88.4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8月6日10时至2020年8月7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2021143562， 户 名 ：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淮海西路北房产，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设计
用途为商住，房屋总层数2层，所在层数为1-2层，建筑面积312.01平方米，土地性质：
国有土地，产权证号：永房权证西城区字第201408396号。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何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0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8月24日10时至2020年8月25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tao⁃
bao.com/sf_item/623428557431.htm?spm=a213w.7398554.paiList.28.3ea33662kKPZpm， 户
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沱滨路南中原路西金瀚美食城D座商业房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夏法官 联系电话：1370070151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20年7月20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宋破楼村改造后处处是景，让人感受到舒适

惬意，流连忘返。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 （记者 邵群峰 通讯
员 霍 达） 7月19日早上，连玉琴
和张新灵夫妇像往常一样，早早
来到华商大道与古宋路交叉口处
的街头绿地，摆上几个板凳、两
台音响，形成了一个简易亲民的
小舞台。不一会，参与演出的老
伙计和附近的戏迷朋友陆续赶
来，大家边聊天边等待开演。8点
半，一切准备好之后，这个由戏
迷自发组织的戏曲演出正式开锣。

据了解，这样的戏曲演出在
古宋街道办事处不仅遍地开花，
而且是常态进行，每周都有大大
小小的戏曲表演分布在多个街头
公园或社区广场，三两人、七八
人都能“搭伙”唱戏，演员、乐
队有退休的专业演员，也有戏曲
爱好者。虽然没有高水平的专业
水准，没有高大上的舞台效果，但演者用心、听者开
心，每一次演出都吸引了众多戏迷群众观看、加油。

连玉琴和张新灵夫妇都是戏曲爱好者，退休之后常
常利用业余时间以戏会友。2012年，夫妇俩与古宋街道
办事处文化站共同组建“古宋剧社”，吸纳了 10多名戏
曲爱好者参与。剧社成立 8年来，积极组织开展公益演
出，弘扬传统文化，用戏曲传递新时代新风尚，将戏曲
融入古宋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街头文化生活。

为满足辖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戏曲文化需求，积极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18年，古宋街道办事处组
织戏迷成立“古宋戏迷之家”，为辖区广大戏迷朋友再次
搭建尽情展现自我的舞台。为了提升古宋剧社和古宋戏
迷之家演员们的专业水平，办事处多次邀请专业剧团人
士为他们进行技能专业培训和指导。近年来，两个戏迷
团体每年向基层送小戏、送文化有百余场，并在各类竞
赛活动中多次获奖，成为全市小有名气的戏迷团体。

据古宋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长陈玉江介绍，今年 5
月份，办事处为了丰富辖区居民因疫情而停滞的业余文
化生活，积极组织古宋剧社与古宋戏迷之家开展“小社
区大舞台”戏迷汇演活动，每周二和周六在固定的开放
地点举行公益汇演，并穿插在书苑社区、南海社区、名
门城公园和陈家大院等地点循环演出，至今已演出60多
场。汇演活动传播优秀文化，倡树文明新风，并鼓励现
场戏迷朋友登台献唱，吸引了众多忠实粉丝。

“开展戏迷汇演活动是立足基层、扎根社区，全面推
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举措。”古宋街道办事处党委
书记李传奇说，将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既丰富了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实践活动深入人心，又用传统
文化促进了居民道德素质的提升，营造了文明、和谐、
平安、美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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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爱老”的优良
传统，把爱心、善心聚集
到实际行动中，提升群众
幸福感，营造良好村风民
风，7月19日，路河镇燕庄
村组织村内 80周岁以上的
老人，举办“敬老孝老饺

子宴暨幸福大食堂成立一周年”活动，43名耄耋老人齐
聚一堂，共享欢乐。

当天上午9点，燕庄村文化广场上已经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路河镇实验幼儿园及应天曲艺社正在为老人们和
村民义务演出，舞蹈、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老人们
一边欣赏节目一边拉家常，现场气氛欢乐祥和。舞台后面
的厨房里，幸福起航志愿者们正在忙着和面、擀皮、包饺
子，精心为老人们制作美食。

在举办“敬老孝老饺子宴”的同时，路河镇党委书记
陈允璨、镇长沈涛为燕庄村“好媳妇”“好婆婆”“最美燕
庄人”“新乡贤”“幸福起航志愿者”、抗疫期间涌现的

“抗疫先锋”及 50户“五美庭院”进行了集中表彰。随
后，又为燕庄村新增的 11位 80周岁的老人过集体生日，
并送上蛋糕和祝福。

据了解，燕庄村以“服务老人、关爱老人”为宗旨，
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于去年7月在全区率先
成立幸福大食堂，坚持每周日为村内 80岁以上老人免费
提供午餐，每月为当月生日老人集体庆祝生日。如今，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在该村蔚然成风，带动了全镇乡风
文明建设。

一碗饺子情 浓浓敬老心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侯 晴

古宋街道办事处“小社区大
舞台”汇演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7月19日，娄店乡贾楼村党支部书记贾其
堂在示范种植的芦荟大棚里除草。2017年，贾
楼村“两委”经过考察、结合实际，决定将芦
荟作为该村“一村一品”产业发展项目。为让
芦荟更具说服力，确保群众种植无忧，去年，
贾其堂以每亩 6000 元的价格从山东引进优质
芦荟品种“库拉索”，在自己地里示范种植10
亩芦荟苗，等种植成功再带领村民大力发展。
目前，贾其堂的大棚芦荟长势喜人，预计今年
可实现每亩经济效益15万元，前来咨询芦荟
种植的村民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岳迎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