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 陈丽芳 投稿信箱 sqrbxq@163.com4 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百年梦圆看百村
采写体会

本版新闻统筹 韩 丰 刘建谠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打俺爷爷那辈人起，俺村群众就供
奉莲花奶奶。这么多年了，莲花奶奶没有
给我们带来好日子，倒是党的扶贫政策，
让俺村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奔了小康。”9月
21日，夏邑县会亭镇莲花台村国威塑胶有
限公司车间，正在进行打火机插盘的71岁
宋先科老人颇有感触地说。

莲花台村位于会亭、郭店、济阳三镇
交界处，解放前，因村有一高台，上面建
有一座供奉莲花奶奶的道观而得名。2014
年，被确定为脱贫攻坚重点村时，513户
群众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29户，贫困发
生率高，脱贫攻坚难度大。

2014年，商丘市国税局、夏邑县司法
局组成联合扶贫工作队，进入该村开展脱
贫攻坚。工作队入村后，通过排查，该村
存在三大难题：基础设施差，缺乏主导产
业，村民安于现状。工作队召开党员干部
会议，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承诺“脱贫
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孙小楼自然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脱贫恐怕没门！”“咱村的那些残疾
人，不能干活，没有收入，也能脱贫？”
对工作队描绘的“蓝图”，很多村民认为
是在“画饼充饥”。

面对村民一时的不理解，工作队决心
以实干解疑惑，以实效赢民心。莲花台村
基础设施差，工作队就先从完善基础设施
入手。入村第三个月，村里建起了高标准
党群服务中心，并配套建设了2000多平方
米的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告别了
村“两委”干部租用民房办公的历史。新
建标准化卫生室，为群众提供初级医疗保
障，做到“小病不出村”。硬化道路 6.8公
里，柏油路、水泥路通到了 10个自然村，
并安装了路灯。

看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民对工作
队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由原来对工
作队的冷嘲热讽，变成了从心里对工作队
的佩服。

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对 229个困
难家庭深入走访，逐户了解致贫原因，并
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年过花甲的退役军
人、共产党员张玉莲，因心脑血管疾病留
下偏瘫后遗症。工作队一边安排张玉莲和
他老伴在鸿达打火机有限公司做打火机插

盘的活计，一边为他申报了公益岗位，当
年家庭工资性收入1.4万元以上。

几年来，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先
后为困难群众办理低保、五保、残疾证
125 户 140 人；办理慢性病证、教育补助
328人；危房改造 86户，小额贷款 89户。
实施“六改一增”，增加公益性岗位，创
新合作社带贫，扩大转移就业，雨露培训
种植、养殖、加工技术，千方百计提高村
民收入。有线电视、安全饮水全覆盖。

在脱贫攻坚中，工作队把“输血式”
扶贫，改为“造血式”扶贫。创建一座
5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帮助村里小型打
火机厂进行提质改造，发展了夏邑县长誉
塑胶有限公司、夏邑县国威塑胶有限公
司、孙思宇打火机厂等6家企业，安置230
名村民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110名，实现
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莲花台村原来集体经济基本就是“空
壳”，为壮大集体经济，工作队申请引进
400KW光伏项目，每天发电量近 2000度，
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多万元，村“两
委”用集体经济收入安置了 37个公益性岗
位，为他们每年带来2400—9000元的收入。

贫困户孙思钦、孙思云等人想发展规
模种植，但苦于没有资金，工作队协助他

们办理了扶贫小额贷款，通过几年滚动发
展，形成了以孙老家为中心的 600亩中药
材种植基地，年增加群众收入 300 多万
元。在工作队的帮扶下，张庄、刘洼底、
孙小楼、大刘庄新增瓜果蔬菜 400 余亩，
种植品种8424西瓜、辣椒等，规模种植吸纳
就业 60多人，其中贫困人口 20多人。贫困
户宋先玉等人发展养殖业，工作队为他们
送来《山羊养殖技术》等书籍，并和畜牧防
疫部门对接，帮助他们做好防疫和活羊销
售工作，使他们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其
中仅宋先玉一家就养了100多只羊。

眼下，全村 229 户贫困户已脱贫 221
户，未脱贫 8户 18人，除政策兜底户外，
实施“企业手牵手”工程，企业与贫困户
签订带贫协议，每月为贫困户提供不少于
500元的资助金，作为贫困家庭的工资性
收入，确保他们达到稳定脱贫标准。

“如今俺村真是好，处处流行新时
尚：不愁吃、不愁穿，医疗住房上学有保
障；水泥路，装路灯，健身器材样样全，
生活甜蜜似天堂。”看到村里发生巨大变
化，贫困户孙思起自编坠子书唱词《贫困
村里的新风尚》，唱响莲花台村的扶贫曲。

2019年 4月，莲花台村被商丘市命名
为“市级文明村”。

莲花台村唱响扶贫曲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周明欣

践行嘱托争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韩 丰）近日，夏邑县第十一届“中国
统计开放日”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活动启
动。目前，距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登记只有短短
一个多月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时间紧、任务重。
该县迅速掀起人口普查宣传高潮，力求做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据悉，这次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
况，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
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
亡、住房情况等。普查标准时点是 2020年 11月 1日
零时。该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查实情、报真数。严
格普查工作流程，加强全过程管理，建立严格的数据
质量检查制度，制定完善数据质量控制办法，把普查
质量控制落实到普查的各个工作阶段和环节，确保普
查数据全面准确、真实可靠。

为此，该县成立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坚持普查高质量，先进奖，落后罚。

夏邑县

人口普查宣传月活动启动

回首刚刚过去的夏
天，因参加商丘日报“百
年梦圆看百村”全媒体大
型系列报道活动而收获
满满——采访团以老带
新，从带队老师身上汲取
到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参
与采写的过程，锤炼了

“四力”。
脚力。在历时两个半月的活动中，我先后前往8个村

进行采访。采访时，既遇到过酷热难当的天气，又经历
过暴雨倾盆的气象。也因变幻无常的天气，让这次磨炼

“脚力”的机会更显难得。跟随带队老师走村入户、走街
串巷，深入车间，脚下踩过田园的泥泞，用走过的每一
步丈量采访的深度，受益匪浅。再次生动印证，新闻来
自基层，只有深入基层才能更好地“抓活鱼”。

眼力。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用心观察村庄的变化、
了解产业发展状况、记录采访对象的神态等。在扶贫车
间里，我们看到了脱贫户脸上的笑容；在田间地头，我
们见到了种植户脸上丰收的喜悦；在农家院中，我们目
睹了村民脱贫致富后洋溢在脸上的幸福。我们看到了基
层的新变化，捕捉到了鲜活的新闻素材。

脑力。“七分采访，三分写作。”采访固然是重头戏，但
要真正把新闻呈现给读者，还需要最后的写作。采访时要
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选取采访地点和采访对象。带
队老师事先沟通，熟悉采访村庄的特点，思索采访脉络，制
定详细采访计划，然后付诸实施。经过一系列准备，才让
接下来的采访更加深入细致，为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笔力。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笔力避免同质化是
硬性要求。每个村的稿件要求是1500字左右，字数不多，但
难度不小。不仅因为稿件对如何把采访内容充分展示出来
有较高的要求，还对标题制作和选取新颖的切入角度提出了
新要求。因而，标题、遣词造句、起承转合和文章结构等都经
过深思熟虑后，方能下笔，沉淀修改后再交给带队老师审核
把关，多次字斟句酌后，才最终成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参加此次系列
报道采写，是锤炼“四力”的过程，也是到基层探寻新
闻源泉的过程。让我更加认识到，新时代的新闻工作
者，只有多深入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四力”，才能写
出更多鲜活、无愧于时代的新闻作品。

在火热的夏天锤炼“四力”
本报记者 翟华伟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
员 刘起旭 解邦俭）“我也曾是一
名流动党员，在党组织感召下返乡
创业建立了农产品销售公司，以

‘企业+土地流转+农户’模式吸收
300多名村民务工，带动周边近万
名群众受益，仅糯玉米一项亩净增
收 1000 元，2015 年又当选为村支
书。目前，俺村经济发展形势喜
人。”9月 17日，虞城县店集乡魏堌

堆村支部书记毕远锋说。如今，在
虞城，象毕远锋这样返乡创业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的流动党员有400多
名。

虞城县通过构建网络扩大流
动党员教育管理覆盖面，完善制
度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形
式，创新载体不断提升服务流动
党员水平，注重引导充分发挥流
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探
索新时期流动党员管理新机制, 让
流动党员有了“固定的家”。

“我们不断加强管理和服务，
着力构建全覆盖的流动党员教育
管理组织网络，实现了党员流动
到哪里、党组织就建立在哪里、
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虞城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华强说。该县
本着因地制宜、突出实效、发挥
作用原则，在流动党员人数多而
集中、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流动
党员党支部或联络站，目前，已
在江上浙等发达省市成立 12个流
动党员党支部和13个联络站。

“在县里流动党员六项新制度
管理下，每名流动党员都能实现
灵活又严密的教育管理。”正在村
里走访的利民镇组织委员袁爱果
说。该县突出抓好流动党员台账
管理制度、双向联系制度、季报
告制度、返乡培训制度、持证管理
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六项管理制度
的落实。每年春节对流动党员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人建
立管理台账。流动党员外出后，由原支部成员通过QQ、微信等
新媒体，至少每季度一次进行“一对一”定向联系，引导其积极
学习。各乡镇党委每季度向县里上报一份流动党员变化情况，
利用传统节日开展返乡党员集中培训。根据外出时间长短办
理《流动党员活动证》或《党员证明信》，落实外出地党组织管
理。外出党员参加原党支部年终民主评议，每年表彰一次带头
致富和带领他人致富的优秀外出流动党员。

稍岗镇党委书记毕道喜介绍说，县里不断引导乡镇创新
载体提升服务流动党员水平，重点开展好一节一问候、一年
一座谈和一人一技能培训等活动，鼓励流动党员返乡创业。
每年春节各基层党组织都组织一次返乡流出党员座谈会，通
报家乡发展情况，听他们介绍外边好的经验、做法，收集意
见建议200余条。据统计，该县已开展免费技能培训27场次，
提供创业就业服务 700多人次；通过电话、信函和上门走访，
慰问152户生活困难流动党员家庭、312名其他流动党员。

“流动党员是优秀本土人才，引导发挥好这些资源优势，
利于乡村经济发展。”芒种桥乡党委书记丁超说。该县针对流
动党员活动范围广、信息灵、观念新等特点，采取多种措施
为外出流动党员发挥作用提供舞台，引导他们外出期间学会
一门致富技术、带回一条致富信息、为本村贫困户理出一个
发展思路、为家乡发展提一个建议。据悉，该县外出流动党
员已带回致富技术 700多项、致富信息 4000多条、协调资金
12亿元，有 273名外出流动党员回乡担任了村干部，430名返
乡党员新上创业项目，带动1.3万多名村民脱贫致富。

流
动
党
员
有
了
﹃
固
定
的
家
﹄

虞
城
县
全
面
提
升
流
动
党
员
管
理
服
务
水
平

9月20日，夏邑县文艺志愿者走进太平镇龙港湾智慧农业园，观摩田园风光，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
化，汲取营养，为创作新时代文艺作品奠定基础。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半江瑟瑟中，晓看红日出。9月20日，虞城人民公园天蓝水清，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近年
来，虞城县围绕“丰绿增水、兴业强文”倾力打造中原最美县城，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为市民留下“满城
绿色半城水”，让市民充分分享生态发展红利。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
超）“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9月22日，走进素有河南首个“国学村”称号
的虞城县李老家乡刘庄村，村头大喇叭广
播里朗诵的《弟子规》清晰入耳，村里的
国学宣传标语和宣传墙画随处可见，全村
沐浴在浓浓的“国学”氛围里。

“学国学，不但传承了传统文化，更
能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学习
为人处事的原则、方法，大到对国家大事
的认知小到邻里百姓的交往都有一个正确
的方向引导。”正在村头设计宣传标语的
村民张红海如是说。

刘庄村围绕国学文化实施美丽乡村升
级改造工程，庭院内外整洁干净，房屋建
设有规划有管理。村里的一条路、一座桥、
一个塘、一片瓦都结合传统文化赋予它们
新的含义。不少村民每日早晨诵读《道德
经》等国学经典，涌现出了一大批好媳
妇、好公婆、好妯娌等孝老爱亲模范。

“我们结合国学文化设定固定课堂，
把国学文化纳入学校专项课程，定期开展
国学文化教育活动，结合教材对小学生进
行课堂教育，让孩子们从小浸润并受益于
中国独有的文化情怀，潜移默化地感受中
华民族悠久、独具魅力的文化，帮助孩子
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和积极的情感态
度，为孩子们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村小学校长刘永峰说。该村通过打造“国
学文化村”，充分挖掘国学深刻思想内涵
和文化礼仪规范，培养全村广大群众健康
向上的公民道德意识，努力在日常行为中
养成良好习惯，全面提升道德素质和文化
素养。他们还把打造“国学文化村”作为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净化
心灵、提升全民素养、建设学习型村庄和
人文软环境的重要举措，把打造国学村逐
步和美丽乡村建设、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及

“好婆婆、好媳妇、好家庭”评选等活动
结合起来，赋予国学文化新的现实意义。

如今，刘庄村以农业、养殖业、林果
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建有 70 亩的猕猴桃基
地、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大棚 100亩、养殖
场 10家，其中 8家肉鸭养殖场存栏肉鸭 3
万多只，2 家农家柴鸡养殖场存栏柴鸡
5000 多只；村里有着自然优美的田园景
观，坑溏常年种植莲藕；水中养有财神
鱼、锦鲤鱼等多种观赏鱼，已发展成为周
边及外地游客观赏和垂钓的好去处。

村党支部创新开展工作，积极打造美
丽乡村，强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
过发展特色果品种植、养殖和旅游等第三
产业，大力发展猕猴桃果品种植基地，还
种植了柿子、核桃、大枣、金太阳杏等特
色杂果。发展反季节无公害蔬菜大棚 20
座，种植番茄、黄瓜、辣椒、芹菜等无公
害有机绿色蔬菜，带动村民迅速走上致富
路，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谈及今后的发展，村支书刘新良信心
满满地说：“今后，村‘两委’将进一步优化
村庄布局规划，做好特色产业发展、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乡村文明建设等，以建设实力
刘庄、生态刘庄、美丽刘庄、幸福刘庄为奋
斗目标，带领全村群众倾力打造名符其实
的刘庄国学村，以传统文化为抓手，全面
带动种植、养殖、旅游的发展，创造性地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农业、乡村旅游、
乡土文化等发展相融合，走出一条‘文化
兴村、产业富民’的发展之路。”

刘庄村：以国学文化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董 杰）
“我们应该多学党史，像尹秀芝老师讲的那样，学党
史，感党恩，跟党走。‘智慧党校’让我们焕发了青
春。”9月 18日，虞城县木兰镇肖庄村 88岁老党员徐
文友在儿子的搀扶下，从商丘市委“智慧党校”木兰
镇“接收课堂”走出来，激动地说。

9月16日至18日，虞城县按照市委组织部统一安
排，举办了 2020年“智慧党校”培训班。该县精心
筹备、认真准备，在乡镇设立总“接收课堂”25个，
在基础较好的行政村开设分“接收课堂”85个，对乡
（镇、街道）基层党员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优秀共产党
人的崇高品质和精神信仰专题讲座培训。据不完全统
计，虞城 8000 多名基层党员参加了本期“智慧党
校”培训，其中70岁以上老党员200多人。

“专家讲得真好，国家大事、党的历史，听了很
兴奋，很赶劲，像我这样的老党员光俺乡就有 10多
个哩。”镇里堌乡贺楼村有着44年党龄的70岁党员陈
凤芝，翻开自己的培训学习笔记让我们看。

据虞城本次培训工作的负责人介绍，培训期间，党
员们都是提前10分钟入场，听的认真、记的仔细，效果
很好，特别是许多老党员，来得早，走得晚。

虞城200余老党员
走进市委“智慧党校”

夏邑·虞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