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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农民得致富，首先产
业兴。俺村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劳力有
500多人，我们就把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放
在这些外出的能人上面，创造条件吸引他
们返乡创业，以田亚博、王亮、索昆等‘90
后’为代表，涉及养殖、加工、电商等，已形
成 20 多人的返乡青年创业团。”11 月 16
日，正在整理贫困户档案的商丘广播电视
台驻虞城县杜集镇史桥村第一书记曹地，
停下手中的活，指着“史桥村青年创业
团”微信群让记者看，“你看，这是他们
经常互相勉励、相互支持、交流工作的
阵地，阵地上的人一直在增加。”

田亚博今年 27岁，如今已经做了 4
年小老板。4年前，他在南京打工时学到
制胶带技术，回村办起了胶带厂。生产车
间从创业初期的十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
的 1500平方米，产品也从胶带扩展到包
装制品，年产值从 20多万元到 300万元。

“创业过程中，我充分享受到了脱贫攻坚
带来的优惠政策，没有各级党委和政府支
持，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富裕起来的田亚
博，带着其他年轻人一起干。现在，村里
已经有包装制品企业三家。田亚博下一
步的打算是在村里建立包装制品产业园。

2018年，在苏州打工 26岁的王亮看
到村里优越的发展环境，决定回村发
展。王亮能吃苦、爱钻研，利用自家庭
院建起养羊场，线上线下销售，年盈利
四五十万元。“昨天晚上，我通过快手直
播卖出了 11只羊。”王亮得意地说，“现
在我的快手有近 1万个粉丝，微信群也
有好几百人，这些都是精准客户，我每
月通过直播销售的羊有100多只。”

通过网络直播扩展销路的，还有 29
岁的养牛大户索昆。索昆也是在 2018年
回村创业，现在已经有 100多头肉牛的
养殖规模，每年出栏两茬，年收入在100
万元左右。精干的索昆说：“我的牛，一
半以上都是通过网络直播出售的。”

王懂懂今年 31岁，2011年开始开超
市，现在是周边村出了名的“史桥村超
市老板”，之前他在常州、泰州等地渔网
厂、拉丝厂打工 3年，看到家乡的发展
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宽松，人们越来
越富裕，就回来在村头上开了超市。“现
在一年的营业额也就 300多万元吧，为
邻居们提供点方便，啥赚钱不赚钱的，
也没具体算过。”王懂懂边整理货架边
说。“懂哥是我的带路人，也是我们几个
的创业楷模，在他的启发下我也开了超
市。”说起返乡创业，武河村超市老板王
允飞，对王懂懂的创业精神和带动同龄

人创业的做法佩服有加。
27岁的田海林，18岁时到上海给京

东打工，2017年上半年看到家乡营商环
境、发展政策好，农民逐渐富裕，就返
乡创业经营“京东家电”，现在他在杜集
街上开了 3家店，线上线下同推进，平
均每月资金流大概是 20万元左右。“家
乡的政策好了，农民富了，家电需求量
逐年增大，我就回来做了京东家电区域
代理。一开始只做销售，现在销售、送
货、安装一条龙。通过京东直播，线上
引流，零点抢货，微信群答疑，也挺辛
苦的，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田
海林说。谈及资金流问题时，他表示从
没感觉到资金断链的窘境，“相互支持、
抱团发展是我们这些创业同龄人得以发
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我们会在旺淡季交
叉之时相互流通和支持。”今年夏季，空
调需求量猛增，资金需要量也大增，一
时间周转不过来，当他告诉给养羊大
户、同村好友王亮时，王亮当即转来 8
万元救急，当空调旺季过去，他还钱的
同时为王亮提供资金购买育肥羊及其饲
料。这中间几万元几十万元的相互支持
都有过，但他们之间都从不谈利息。

与田亚博、索昆、田海林、王亮相
比，28岁的田壮壮，今年投资50多万元
建养鸡棚创业，是返乡创业成功较晚的

一个代表。田壮壮之前一直在上海开出
租车，他发现同龄人都逐渐返乡，养牛
的、开超市的、养羊的、养鸭的，一个
一个都通过不同途径利用家乡的好政策
创业当上老板了，心里“痒痒嘞慌”，想
回来干实业致富，但一直找不到门路。
朋友们了解他的心事后，一致建议他联
系桂柳公司上养鸡项目。“现在不愁啦，在
8月份鸡棚就见效益了，现在俺也是‘鸡老
板’啦。”田壮壮兴奋地介绍说，他贷到了
项目款，建了两个种蛋养鸡棚，鸡苗、饲
料、技术都由公司免费提供，还不低于市
场价回收种蛋。“一弯腰，一站立，一天可
捡9000多个鸡蛋，净收入1500元。”如此，
田壮壮不仅自己赚了钱，还能带动邻居在
他这里打工增收。

除了田亚博、索昆、王亮、王懂
懂、田海林外，史桥村返乡创业队伍中
活跃的身影还有田壮春、史政委、田亚
魁、吴兵、索庆等 20多个青年。他们回
到农村，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而是扎根在祖辈耕耘的土地上展示
着一代新农民的风采。“这些年轻后生纷
纷返乡创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们
通过信息共享、相互支持、抱团取暖、
努力奋斗，成为农村发展产业致富的生
力军和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村党支部书
记田光如是说。

史桥村有个返乡青年创业团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没想到俺村这些媳妇的广场舞跳这
么好，现在她们可是俺村的‘宝贝’！”日
前，虞城县利民镇南关村村民张大伟观看
村里的“寻找村宝”公益文化演出时高兴
地说。

当天，虞城县百名文化志愿者走进利
民镇南关村，进行“寻找村宝”公益文
化活动演出，县里村里都有节目，现场
高潮迭起，台下近千名观众的掌声此起
彼伏。

此次公益演出只是该县的“寻找村
宝”公益文化活动之一。去年以来，虞城
县百场“寻找村宝”活动，通过推荐“村
宝”、展示“村宝”、宣传“村宝”和赛出

“村宝”，深入挖掘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乡
村文化产品供给、传承乡村文明，为新时
代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同时，将全县各文化志愿者团队、三区文
化支持人才、书画志愿者服务队等文艺骨
干聚集起来，推进“寻找村宝”公益活
动，激活了一支文化队伍，反映新时代农

村风貌和农民风采，全县村宝在“寻找村
宝”活动中“遍地花开”。

在站集镇葛尧村文化广场上，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和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的“寻找村宝——河
南省首届大型文化志愿公益活动”正在激
情上演。台下，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喜笑
颜开地欣赏着节目。“俺村的这帮娃娃蛋
子的节目演嘞真好。”站集镇葛尧村村民
梁天保一边踮起脚尖看演出，一边高兴地
说。

“作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我们把挖
掘‘村宝’、培养‘村宝’作为拉动乡村
振兴的‘头马’。‘村宝’带动很多村民通
过杂技脱贫致富了。”在乔集乡刘楼村

“寻找村宝”现场，乡党委书记王琪说。

该村多年前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杂技
村”，但因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使得

“杂技”技艺面临失传危机。“寻找村宝”
以来，许多杂技专业人才被当作“村宝”
不断发掘出来，加上该乡的大力支持，目
前，该村近 70%的人从事杂技旅游及相关
产业，村里培育了 9个杂技大团体、25个
杂技演出小队、100多名杂技专业户，每
年演出 1000多场次，服务群众 40多万人
次，连续举办了四届杂技艺术节，被命名
为“河南省特色文化村”。刚表演过舞狮
的村民孟祥宾说：“这次能被选为‘村宝’，
俺很高兴。以后不外出了，给老家人演出
还能带动村民致富，比在外面打工更让人
舒心。”

该县还把“送”文化上升为“种”文

化和“创”文化。以“寻找村宝”为契
机，选拔出一批有文化工作经验和专业特
长、能独立开展工作的文化志愿者，组成
25个艺术支援小组，到全县25个乡镇帮助

“寻找村宝”的策划、编排，举办新时代
广场舞、军乐队、腰鼓、秧歌、盘鼓、摄
影、书法等艺术门类培训 200多场次，培
育基层文化人才3000多名。

“我以前在江苏一带演出，这次能作
为‘村宝’为乡亲们演出，心里很高兴，
以后，我准备把生意带回老家来。”在芒
种桥党洼村“寻找村宝”现场，33岁的党
洼村村民刘波一曲唱罢，就被一帮村妇村
娃围住，要学习唱歌技巧。

“寻找村宝”以来，该县在 25个乡镇
的相继活动中，已招募文化志愿者服务人
员5000多人，开展“寻找村宝”大型公益
活动 45场，选出村宝 120余名，选拔出省
级村宝2名、市级村宝6名、县级村宝150
名，许多“村妈村爸”、村能人、文化骨
干在村级、乡级舞台一展英姿，助推乡村
文化振兴。

文化进村来 “村宝”花盛开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咱
农民也能当股东了！这笔分红金，不但增加了我
的家庭收入，同时也让我们享受到了国家的改革
红利，让大家对生活充满自信和幸福感。”11月
12日，虞城县界沟镇邵古同村村民沈大梅从工作
人员手里接过分红金，高兴地说。

当天下午，邵古同村村民分红大会在村委会
举行，主席台上摆放着崭新的现金，按照工作人
员的点名顺序，53户参股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依次领取今年的合作社分红。其实，这只是
该镇脱贫攻坚紧盯产业、建立精准扶贫合作社带
动贫困户入股增收的一个缩影，也是2196个贫困
户分红的一个剪影。

脱贫攻坚以来，该镇紧盯产业扶贫、产业带
贫，成立了 29个精准扶贫合作社，所有 2196户
贫困户自愿入股，实现了每年两次分红，已累计
分红 450万元。这 29个合作社中从事中药材种植
的 21个、养殖的 5个、食品加工的 3个、农业种
植养殖旅游综合开发的1个。

虞城县邢营村精准扶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依托河南省邵古同食品有限公司，从事粽子
生产，年产值 1500多万元。虞城县韩鹏精准扶
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从事西瓜、蟠桃、桑
葚、养鱼、乡村旅游等项目的综合开发，年产
值 500多万元。虞城县徐暗楼村精准扶贫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金丝菊、雪菊的种植，
年产值 300多万元。虞城县鲁庄村精准扶贫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虞城县康鹏食品厂，从事
手抓饼的加工生产，年产值 1200万元。虞城县
九妮农牧专业合作社从事蛋鸡的养殖，年产值
2000 多万元。虞城县王楼村精准扶贫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从事蛋鸭养殖，主要销售种蛋，年
产值 500多万元。

界沟镇

2196个贫困户当股东

乡村振兴看商丘

◀近日，虞城县政协孝善文化和孝
善基金的作用与发挥调研组在该县城郊
乡郭土楼村杨善庙自然村参观学习。近
年来，该村发展孝善文化产业，弘扬孝善
文化，打造“全国以孝治家试点单位”“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被评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村民经济
收入不断提高。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11 月 16 日，虞城县乔集乡洪河岸
边的宁阳公园初冬景色惹人醉。虞城之
北，一条古老的黄河在这里改道，留下两
条遍布泥沙的河岸。岁月更迭，古老的河
岸慢慢形成了田野，形成了防护林，形成
了果香四溢的水果产区。走进新时代，该
乡率领广大村民从传统农业转向苹果种
植，蹚开了致富路。 李建华 摄 在汉语字典里，但凡今天称为“堌”的地方，都曾是临

水高地。乾隆年间版《虞城县志》“山川地理”篇写到：古纶城
（今虞城县利民镇）周围一片汪洋，素有三岗，大岗、柱岗和稍
岗。其中柱岗在县东 35里，稍岗即今稍岗镇。柱岗与菩萨堌
（今杨集村）、安乐寺（今杨集村南一带）均为“县东35里”。也就
是说，明清之前，柱岗在今大杨集村。其上有寺，寺供菩萨，亦
称“菩萨堌”。菩萨堌上有近600年古槐一棵，树干中空但仍郁
郁葱葱。大杨集村为千年古村是不争的史实。

明弘治年间，黄河泛滥，纶城数度被淹。弘治九年
（1496）古纶城迁至新城。万历年间，杨东明时任刑部右侍郎
（后被追授为刑部尚书），与统兵招讨范志完、兵部右侍郎范
良彦等，于 1530年前后对利民古城进行重修。当时，杨东明
父母老迈，于重修老城之际，频频于城头东望菩萨堌：该处
供奉菩萨，四面环水，又有便道直通古城（现杨集旧街往西
直通利民南关道路），交通很是便利，是风水宝地，若让双亲
在此安享晚年乃上乘之选，遂萌生让双亲东去之意，便以古
城建制打造菩萨堌，街道参古城街道“错半街”（东头与西头
错半街，大南头与大北头错半街，小南头与小北头错半街）
模式建造，六条大街相互错半，东、西、南、北各建一处大
殿。其中北为一庭院式庙宇，为杨氏父母参拜菩萨、漫步健
身之所。整个小村，正中建有望村楼，俯瞰可望全村，四周
建有厚厚的黄土质寨墙，墙外建有“护村河”，东西南北四出
口均建有楼门（也称寨门），东部稍长，从空中望去，整个小
村成为圆形，与古利民城相配一方一圆，又恰如一只神龟昂
首东方，盼望双亲久居此地，福寿延年。

据杨集村 80岁老支书张洪战回忆，前辈口传菩萨堌人多
为杨家佃户，一直由杨家后人在此留居、管理，他们小时候经
常到大北头高大的庙台上玩耍，四周寨墙一丈多高，宽可行马
车，现在“护村河”印迹还清晰可见，但庙台文革期间被拆。

杨东明父母常居菩萨堌，其母亲患有眼疾。杨东明在古
城忙于政务，省亲日少，其母便自行按照当地治眼偏方，取
村西槐树所结槐籽加其他中药熬汤饮用治好了眼疾。从此，
杨家视老槐树为“宝物”，一度称为“杨槐”，全村人也把它
当作一棵神树恭敬至今。

在漫长的岁月里，一代代杨家后人带领菩萨堌村民共同努
力，一次次击退官匪流兵侵扰，一回回挺过硝烟战火的洗礼，村
西那棵槐树也慢慢长大，慢慢地，人们把菩萨堌叫成了“杨集”。

千年古村大杨集村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虞城县公
安局及户政大队民警王祖新发来一封感谢信。对几年来虞城县
公安局及王祖新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着我》
栏目，帮助数百家庭实现了团圆梦，为公安打拐、民政救助寻亲
等寻人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王祖新，虞城县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民警。她曾协助侦破
虞城“1997 · 08 · 06”命案，成功帮助专案组研判出潜逃 23
年命案逃犯。她热心公益，主动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利用现
代公安科技手段，抽丝剥茧，积极参与帮助群众寻找走失亲
人。截至目前，她已累计帮助300余名无户口困难群众解决户
籍问题，帮助省内外568个流浪乞讨人员成功寻亲归家。她的
事迹先后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着我》栏目组以及中国警察
网、平安中原等媒体宣传报道。她被央视《等着我》栏目聘为
寻亲专家团成员，并多次受邀参加该栏目，被授予“救助寻亲
爱心警官”。

爱心警官王祖新
收到央视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高峰丽） 11月13日，虞城
县烟草局职工朱玉芳在河南省第二届千万名学员“学习强国”
万场答题赛挑战赛总决赛中，用时 63分钟，通关 1666题，荣
获二等奖。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来，虞城县委宣传部已注册学
员5万多名，从6月份起，以月度通报形式将学习平台使用情
况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考核常态化。目
前，该县广大党员干部已经把“学习强国”平台作为开拓视
野、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党性锻炼的“充电器”和“粮食
库”，利用上下班、饭前餐后、睡前醒后等碎片化时间学习已
成为习惯，浓厚了“学的氛围”，形成了爱学习、争出彩的良
好局面。

虞城县

在“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近期，虞城县木兰镇以传达好、
学习好、走访好、完善好、督导好、验收好“六个好”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

该镇认真传达县委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和要求；
全体镇村干部、驻村工作人员、帮扶人全文学习弄懂掌握好县
扶贫办具体工作要求；按照问卷逐户走访到位，拉出问题清
单、立行立改，目前，20个行政村帮扶人已全部入户、结束
走访，转入整改；各责任组和工作队逐条逐项对照检查细则、
查漏补缺，严格节点准备资料；镇专班负责业务指导、纪律督
导，确保人员在岗在位、扎实推进；成立4个验收组，对照方
案从严从细逐村验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木兰镇

以“六个好”推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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