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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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出出彩彩河南 圆梦
小小康康

“碱荒、碱荒，夏天蹚水，冬天逃
荒”；“碱荒苦，碱荒苦，家家户户熬碱
土，会熬的熬出盐，不会熬的熬碱土”。
这两个顺口溜说的是昔日的永城市双桥
镇碱荒村，村如其名，这里曾是当地远
近有名的贫困村。

8月 13日，记者一行走进碱荒村梨
花文化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两棵百年古
梨树，树上挂满了一颗颗即将成熟的梨
子，把树枝越压越弯。梨树对面是一排
展览牌，上面写满了村里“好媳妇”“好
婆婆”的先进事迹。

“竹板一打处处新，梨花村来了个毛
柄森，帮扶贫、送党恩，全村群众很开
心……”碱荒村村委会主任李广云说的
这一段顺口溜，说的是现年 33 岁的博
士、永城市招商局驻碱荒村第一书记毛
柄森，村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毛博
士”。近年来，“毛博士”带领碱荒村

“两委”班子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
牢记初心和使命，奋战脱贫攻坚一线，
2018年实现了全村脱贫摘帽，人居环境
和村容村貌大大改善，修建了文化广场
一座，在主干道安装路灯 55盏，擦亮了
酥梨品牌，发展乡村旅游，举办了“梨

花节”，脱贫户过上
了好日子，

村民的幸福感越来越足。
“2018年我们举办了碱荒村第一届梨

花节，既带来了经济收入，又树立了
‘碱荒酥梨’品牌，实现了赏花和卖果效
益‘双丰收’。”双桥镇镇长郭帅介绍说。

碱荒村酥梨种植历史悠久，全村
186.7公顷土地上的古梨林被认定为“三
级保护古树群”，有 600多亩梨树林，仅
150年以上的梨树就有 274棵，素有“梨
乡”之称。近几年，碱荒村先后成立合
作社、申请“酥梨”商标，为“百年梨
树”立碑，打造采摘园。2019年，全村
酥梨销售收入达 100万元，百年酥梨第
一次实现礼品盒整箱销售模式，打造碱
荒酥梨膏，延伸了产业链，让群众有了
新的收入增长点，也为碱荒村下步发展
夯实了基础。2020年，计划通过贫困户
沈留增直播带货带动酥梨销售，进一步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拓宽销售渠道，打
通制约农特产品销售的堵点。

“我们村现有的贫困户 2018 年年底
已全部脱贫。其中一人已经 100 多岁，
常年跟着女儿在新城居住；另外一户叫
沈留增，自幼残疾，但自强不息，现如
今已经成为了一名电商直播‘网红’。”
毛柄森在介绍贫困户情况时对沈留增的
转变感到非常欣慰。

沈留增自幼因小儿麻痹造成了终生
残疾，至今行走不便，初中辍学以后，
与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相依为命，靠种
地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家庭生活

十分困难。2015年，沈留

增一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驻村工作队因户施策，投资 6000多
元帮助沈留增通过发展养殖家禽提升收
入，同时又为他申请了村里的公益岗，
平均月收入有 1000多元。2018年年底，
沈留增被双桥镇党委、政府表彰为“二
星级脱贫光荣户”。

“虽然我是一名残疾人，但我直播带
货不需要粉丝任何的打赏和礼物，我要
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自己和我的家人。”
走进沈留增家中，只见他正忙着在拍摄
抖音小视频。2019年 4月，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不愿“等靠要”的沈留增
获得了在久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培训的
机会，3个月后，表现优异的沈留增正式
成为久和电子商务的一员。今年上半
年，化身“主播”的他已经成功做了 20
多场短视频直播带货活动，粉丝有几千
人，直播时关注人数最多的一场突破 1
万人，目前月收入达到了 4000多元。今
后，沈留增打算利用电商平台来推广村
里的特产，让更多的人吃上碱荒村又甜
又大的优质酥梨。现在的沈留增，家庭
收入提高了，不但提升了自信心，也改
善了精神面貌，更加努力和坚强，脱贫
致富路走得更稳了。

“一到傍晚，村里的梨花文化广场上
就热闹了起来。村民相约一起跳舞、健
身、打球，村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碱荒村的日子
越过越好！”碱荒村党支部书记李怀山自
豪地说。

碱荒村：“蹚蹚水逃荒”变梨果飘香
本报记者 刘道明 白 鹏 袁国豪

永城市双桥镇碱荒村背靠
311 国道，东邻永裴路，交通便
利，辖 2 个自然村 5 个村民组，
290户1189人，村“两委”班子7
人，党员25人，耕地面积2700多
亩，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 户 3
人，于2018年年底全部脱贫。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碱荒
村在各级党委、政府和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抓党建、强基础、
育文化、兴产业、促脱贫，建成
党群服务中心一座和占地 6 亩的
文化广场一座，修建道路 1.3 公
里，安装路灯55盏，人居环境和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如今的碱荒村，路通了、灯
亮了，环境美了、日子好了，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
先后获得了“永城市先进党支
部”“永城市文明村”“永城市综
合工作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袁国豪整理）

碱荒村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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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孙海峰） 8月 11日，从全
省第五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上传来喜讯，永城
市被授予全省2019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市）称号。

据悉，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进一步激励各地全力做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三年行动目标任
务，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决定，授予永城市等 22 个县
（市、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市、区）称号。

近两年来，永城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商丘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深入实施农村“四大革命”，谋划
推进“四大提升”，聚焦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
提升等重点工作，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目前，农村“四大革
命”成效突出，厕所革命改造户厕 24.35万户、公厕 1153座，
实现应改尽改；道路革命财政投入7亿元、撬动社会投入10亿
元，修建“庄庄通”1118公里、“户户通”2027公里，打通了
群众致富的“小康路”；建立了乡村保洁“村扫、乡收、市
运”三级工作机制，城关镇通过国家卫生乡镇省级技术评
审。清理破旧房屋 2.76万间，建成省级示范村 15个、省级标
准示范村100个、“五美庭院”15300户，完成“四小园”建设
村庄 1100个，农村人居环境更加美丽宜居，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

永城荣获全省2019年度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市）称号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贾 路） 8月12日，由永城
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决胜小康·奋斗有
我”2020年“出彩新人说”演讲比赛在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2楼多功能报告厅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旨在通过演讲者讲述永城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齐心协力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在决胜
小康奋斗中迎难而上、勇挑重担、锐意进取的正能量故事，引
导群众汇聚投身决胜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以
实际行动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永城绚丽篇章。

比赛中，来自永城市各单位推荐的 15位选手结合各自实
际，围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等内容，紧扣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主题，以生动感人、催人奋进的故
事，以时而舒缓低沉、时而高亢激昂的表达，讲出彩故事、发
出彩声音、表出彩决心、展出彩新风，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好
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
秀奖，并现场颁发了证书。

永城举行“决胜小康·奋斗有我”
2020年“出彩新人说”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李亚楠）近日，走进永
城市图书馆，无声的静籁让记者怀疑图书馆是否正在开
放。而进入一楼的图书阅览室后，记者发现上至耄耋之年
的老者，下至总角之岁的儿童，每一个读者都有了一种共
鸣，沉浸在那充满魔力的字里行间，构建了一幅弥漫着浓
郁书香的精美画卷。

“作为全民阅读的主阵地，图书馆要不断提升阅读环
境，让图书馆成为第三空间；不断提升阅读服务，让读者
有好的阅读体验；不断提升阅读资源，让读者悦享海量信
息。”永城市图书馆馆长梁伟介绍，目前，市图书馆每日流
量达到了两千四百人次以上，每天的图书外借册次达一千
六百册次以上。

“全民阅读”时代全国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近年来，
永城市大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把全民阅读活动作为一项
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来抓，从提升读书阵地入手，丰富
阅读主题活动，市民的阅读场所越来越多、阅读体验越来
越好、阅读氛围愈发浓厚。

在永城市新华书店，一些市民靠着书架或坐在座位上
低头阅读，完全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书店并不宽阔，却座
无虚席，一些读者甚至坐在书架边的地上，大有废寝忘食
之意境。“书店的书籍销售额增长得很快，因为现在人们都
喜欢看书了嘛。”书店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都会接待
大量前来看书的读者，在全市浓厚的书香氛围推动下，全
民阅读已从一句口号转变成了习惯。

如今，行走在永城，无论是在图书馆、新华书店，还
是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24小时“城市书房”，随处可以感
受到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书香氤氲在大街小巷，书声回
响在城市上空，永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城市，为

“书香中原”更加出彩写下了生动的永城实践。

快乐暑假 书香作伴

永城市全民阅读氛围浓厚

▲近日，无人机从空中俯瞰，连接永城
城市南北的东环路沱河大桥蔚为壮观。据
悉，目前该桥西幅已完成并通车，计划8月
底全部通车。对完善永城交通网络，缓解城
区交通压力有着重要意义。 孙海峰 摄

本报讯 （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永亮 王洪科）从疫情防控，到美
丽乡村“四小园”建设，再到当前的
防汛工作，卧龙镇伊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仁奇就没有消停过。可更让他时刻
挂在心上的是该村产业发展、村民增
收致富的事儿。

伊庄村原是卧龙镇食用菌栽培专
业村，当时家家种蘑菇，村民天天有
收入。可好景不长，由于市场饱和，
加之村民都是分散经营，不能“抱团
取暖”，导致食用菌栽培产业“夭
折”。

怎样才能让食用菌栽培这一产业
“涅槃重生”，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王仁奇查阅书籍资料，拜访食用菌栽
培专业人士，最后理出了一条“公
司+农户+股份分红”的经营发展模
式。

“小打小闹以及分散经营的方式
已经不适应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求，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
必须采取‘抱团取暖’和统一科学管
理模式进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目标。”8 月 10
日，在伊庄村党群服务中心，王仁奇
一边看着食用菌栽培基地建设规划
图，一边兴奋地说。

只有产业兴旺，才能实现农村
美、农民富的目标。“下一步，我们
将借鉴黄口镇产业扶贫‘1333’发展
模式的经验，在卧龙镇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统一大面积承包耕地，
统一建设温室大棚，然后免费交给有
一定种植经验的村民认领大棚，目
前，已有 10多户村民签订了承包栽
培协议。”王仁奇说。

位于该村节盖楼组的永城市德民日杂生产公司，是一家加
工销售各种扫帚的民营企业，年加工生产各种扫帚 100多万
把，可带动当地 200多名村民就业。但是受到加工场地的制
约，该公司无法扩大规模，用工人员减少，影响了经营发展。

“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是我们村‘两委’的责任和义务，也
是贯彻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的重要体现。”得知该公司遇
到发展难题后，王仁奇到该公司考察加工扫把的生产过程，实
地了解用工人员每天加工扫把创收的真实情况。

“王书记，俺在这里干活已经一年多了，离家近，每个月
都能收入两三千元呢，这么好的企业你可得大力支持呀！”正
在车间里加工扫把的该村村民伊车子说。“请大家放心，我现
在就到镇政府向领导汇报，一定把公司扩大增员的事情给办
好。等到企业扩建后，让咱村里的留守人员都来公司打工挣
钱、共奔小康。”王仁奇兴奋地承诺道。

“王书记非常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一心想着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这是咱伊庄村的福气啊！”望着王仁奇忙碌疲惫的
身影，永城市德民日杂生产公司经理刘丙锋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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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碱荒村村民沈留增通过手机进行网络
直播。

②碱荒村党支部书记李怀山查看梨树长
势。 本报记者 屠良冀 摄

②②

①①

▶8月11日，河南至凡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正在采摘火龙果。该公司位于永城
市侯岭乡生态百果园内，主要种植优质火龙
果等经济作物，农忙时为当地留守妇女和老
人提供多个工作岗位，提高村民收入。

王 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