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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胡晓 王永安

12月 16日，在鲁山县团城乡花园沟

村，驻村干部正通过网络直播忙着帮村

民郭长根销售野生山药。“感谢驻村干部

们，最近3个月他们通过抖音直播帮我卖

了5000多元山货，咱脱贫后的收入逐年

增加，生活越过越舒坦。”郭长根高兴地

说。

今年 59岁的郭长根曾因独自一人

供儿子郭松山上大学而致贫，在党的扶

贫政策帮扶下，郭松山读完大学后在郑

州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工作并成家立业，

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脱贫后的郭长根

领着护林员工资，常年在村里的星级民

宿打零工，同时靠山吃山，养蜂11箱，还

通过采摘野生猕猴桃、挖山药增加收入，

2022年他个人的总收入已超过3万元。

郭长根家的变化，是鲁山县建立精

准防贫机制、筑牢防返贫堤坝的生动写

照。

今年以来，该县通过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帮助脱贫

群众就近灵活就业，认真落实救助、保险

及兜底政策帮扶措施，消除疫情、旱情等

带来的不利影响，使脱贫户稳定脱贫后

的幸福生活成色更足。

特色产业联农带农

鲁山县整合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持续实

施“十百千万”产业发展工程，实现县有

产业园区、乡有产业基地、村有合作社、

户有多项增收渠道。全县发展食用菌

3.6亿袋，酥梨、葡萄、血桃、冬桃、蓝莓的

种植规模均超过1万亩，累计带动21150

户 65000 余名脱贫群众增收。全县 66

座村级光伏电站 2022年前三季度结算

发电收益 301万元，有效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规模。184个已脱贫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5万元以上，371个非贫困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3万元以上。辛集乡范店村、

肖老庄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万元以

上，为兴办公益事业、救济困难群众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鲁山县着

力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特色产业成为上

联企业、下联农户的桥梁和纽带。该县

广泛推行“公司+村集体经济+基地+农

户”等联农带农模式，脱贫群众土地流转

得租金、就近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利

金、入股经营得股金、资产收益给现金。

瓦屋镇红石崖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李

军伟 2022年承包大棚 9个，种植香菇 7

万袋，常年安排 10余人务工，同时还带

动20余户种植香菇增收致富。

“原来村里的土地流转了，搬下山后

我通过参加培训掌握了食用菌种植技

术，周边的基地和种植户来请我指导，都

给我支付技术指导费。受天气影响，我

今年种的香菇产量下降了，但市场行情

好，每斤鲜香菇在 4.5元至 5元之间，今

年的收入还能保持在 20万元以上。”李

军伟自信地说。

为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及监

测对象发展特色种养产业，鲁山县还出

台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和发展产业扶持

奖补方案，今年已发放各类奖补资金

1255万元。

灵活就业持续增收

鲁山县积极开发就业创业门路，引

导和帮助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今年共开

发各类公益性岗位 11096个，累计发放

工资1156万元。全县29个扶贫车间就

近吸纳群众就业1098人，其中脱贫劳动

力347人，人均月增收2460元以上。该

县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 840人，发放

补助资金 168万元；职业教育培训 5388

人次，发放补助资金 808万元；“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培训 68993人，新增技能

人才 13018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345

人。在该县广大农村，农户通过发抖音

短视频及其他电商渠道销售农副产品，

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

为给脱贫群众提供务工机会，该县

要求今年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推广使用以工代赈结算方法。位于辛集

乡的河南佳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

施了一个产业升级配套建设项目，累计

为附近脱贫群众提供石堰垒砌、石榴树

修剪等劳务 13800个工日，发放务工工

资230万元。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就业28.5万人，

其中脱贫家庭劳动力就业 53625人，发

放就业补贴 180万元，脱贫群众的收入

稳步增加。

(下转第二版)

让幸福生活成色更足
鲁山县多措并举筑牢防返贫堤坝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

寒风起，气温骤降。12月 12日

上午，水电工王晓光和三名同事干

完活，来到太康县支农路西段一处

茶水台前，只见茶水台上架设着一

只茶桶，一排纸杯，桌子前方的6个

大字格外显眼：免费茶水供应。王

晓光和同事每人接了一杯茶水一口

气喝完，禁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这茶水喝过后浑身通透，摆放茶水

的人真是好心肠啊！”

王晓光口中的好心肠人名叫张

梦，太康县好人协会一名志愿者。

10年前，为让环卫工人每天都能喝

上一口热茶水，她在街头设置了这

个免费茶水供应点。10年来，张梦

的免费供水茶台已更换了6个，泡茶

叶1800多公斤，用掉一次性纸杯33

万多个、桶装水12000多桶，总价值

32万多元，在此喝茶水的群众达 9

万多人（次）。

今年 36 岁的张梦是太康县朱

口镇人，她出生在党员世家，爷爷奶

奶都是老党员，在村里为群众做了

不少好事。受他们的影响，为群众

办好事、实事在张梦的心中成为头

等大事。

10年前一个冬日的清晨，温度

低至零下，张梦开车外出办事，在一

个路口拐角处她看到一名环卫工正

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温开水啃干

馍，“我当时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梦回忆说。经过再三思考，她决定

在街头摆放一处免费茶水点，让环卫

工人一年四季都能喝上一口热茶水。

第二天，张梦就买来茶叶、暖

瓶、纸杯和桶装水等茶水供应设备，

然后在街头找了一处比较显眼的位

置，摆上桌子并悬挂“免费茶水供应

点”字样。就这样，张梦的爱心免费

茶水供应点正式“开业”了。

为群众免费供应茶水，一开始，

许多人还都不敢相信，很多人在此

驻足观望一阵后就离开了。为打开

茶水点的“销路”，张梦在茶水点前

当起了“推销员”，一看到路人从此

经过，她就赶紧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在张梦

的努力下，慢慢地前来免费茶水点

喝茶水的人多起来。“夏天，喝茶水

的人比较多，每天我都得泡制四五

桶茶水。”张梦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梦的免费

茶水点“生意”越来越“火爆”，喝茶

水的群众越来越多，从刚开始的农

民工、环卫工，发展到学生和居民。

“现在，一到周五周六学生放学时

间，茶水简直供不应求。”张梦满脸

自豪地说。

花这么多钱，为群众免费提供

茶水，你图的啥啊？多年来，时常有

人这样不解地问张梦。每次，张梦

都会淡淡地笑着回答说：“我啥也不

图啊，就图个方便他人，快乐自己

呗！”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12

月 13日上午，汝南县常兴镇李楼村刘桥

村民组80岁的曹国福、马杰老两口，委托

大儿子曹新功和二儿子曹娃子，将自己种

的500多公斤白菜、萝卜和大葱送给生活

在常兴镇重残托养中心的残疾人，以表达

对他们的关爱之情。

据曹新功介绍，父母常年有种植蔬菜

的习惯，其中半亩种植在门前，半亩是开

荒的“巴掌地”。今冬虽然大部分地区的

蔬菜受疫情和产量过剩影响滞销，但老两

口种植的蔬菜因品质和品相好，一点也不

愁卖。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咱不能光为了自己挣钱，也得有

所行动，把爱心送给残疾人，让他们吃上

咱种植的绿色生态蔬菜。”老两口把想法

一说，两个儿子大力支持。

在村里的帮助下，当天曹新功和曹娃子

兄弟俩就将蔬菜送到了镇重残托养中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华黄华
通讯员通讯员 贺志勇贺志勇 文文//图图

1212月月33日上午日上午，，寒气逼人寒气逼人，，在平在平

舆县东皇街道张庙社区一处旧桥维舆县东皇街道张庙社区一处旧桥维

修现场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象。。和灰和灰、、铲灰铲灰、、运砖运砖、、递砖递砖、、砌砖砌砖、、

粉墙……十多名群众忙得不亦乐粉墙……十多名群众忙得不亦乐

乎乎，，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上上
图图）。）。

原来原来，，正在义务出工的群众都是正在义务出工的群众都是

该社区的脱贫户该社区的脱贫户。。脱贫后他们心怀脱贫后他们心怀

感恩感恩，，经常帮助社区里做些力所能及经常帮助社区里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的事情。。

据 张据 张

庙 社 区 党庙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支 部 书 记

郭金珠介绍郭金珠介绍，，张庙张庙

社区任楼村西侧道路维修社区任楼村西侧道路维修

时时，，道路中间一排水沟上一道路中间一排水沟上一

座小桥未及时维修座小桥未及时维修，，桥身两桥身两

侧护栏及桥身部分坍塌侧护栏及桥身部分坍塌，，存存

在安全隐患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群众严重影响群众

的正常出行的正常出行。。

近日近日，，爱心人士捐赠了一批爱心人士捐赠了一批

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张庙社区决定对这座张庙社区决定对这座

危桥进行维修危桥进行维修。。但是但是，，因为活因为活

小小，，没钱赚没钱赚，，施工队都不愿意揽这个施工队都不愿意揽这个

活活。。

得知这一消息得知这一消息，，梁建斌等梁建斌等 1010多多

个脱贫户站了出来个脱贫户站了出来，，他们向社区表他们向社区表

示示，，愿意不要报酬愿意不要报酬，，义务修桥义务修桥。。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乡亲们感谢乡亲们

的关心和关爱的关心和关爱，，让俺有房住让俺有房住，，有事干有事干，，

有收入有收入，，有奔头有奔头，，俺愿意为乡亲们做俺愿意为乡亲们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为社会做也算是为社会做

点贡献吧点贡献吧！”！”正在忙着砌墙的梁建斌正在忙着砌墙的梁建斌

真诚地说真诚地说。。

□姜永栋

开设爱心茶摊、坚持10年为群众免

费供应茶水的张梦，将爱心蔬菜送给残疾

人的曹国福、马杰老两口，不要报酬、义务

修桥的脱贫户梁建斌等人……这些普通

人的点滴善举，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为这个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一抹暖意。他

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榜样并不都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只

要我们用心去寻找，就会发现身边就有许

多值得学习的榜样，总能在平凡的生活中

给我们带来感动。他们普普通通、平平凡

凡，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人之举，或用

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帮助他人，或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干好了分内的事情，或孝老

爱亲，或诚实守信，或勤劳致富，或见义勇

为……时刻用善良、友好、温情、敬业传递

人间温情。他们的精神给人以鼓舞，给人

以力量，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大爱，温暖了

人心、感动了周围，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

身边榜样的事迹可学可做，有心者

都能学得会、做得来。在为他们点赞的同

时，我们更需要化感动为行动，多做“举手

之劳”的好事，多办“赠人玫瑰”的实事，积

极播种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知榜样、敬

榜样、学榜样，我能，你也能！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张浩 樊志立）“我通过培训考了个

电焊证，找了份电焊工作，没想到

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元……”12月

20日，刚刚领完工资的长葛市金

桥路街道金河社区居民刘国栋感

慨地说，人还是有个一技之长好！

自“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长葛市制定评价取

证和技能培训两个目标，铆足干劲

不松懈，真抓实干促成效，全力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走深

走实，全面提升群众持证率就业

率。

该市充分发挥评价补贴效

能，用政策“小资金”撬动企业评

价取证“大市场”，对同一职业（工

种）、同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

技能评价取得证书的参训人员，

按照证书等级给予机构相应标准

的评价补贴。开展十大技能提升

行动，引进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物业管理员、消毒员等优质专业

资源，充实培训师资力量，全面推

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企业职工、

农村劳动者、退役军人、残疾人等

各类群体开展以持证就业为目的

的订单式、项目制技能培训和创

业培训。

截至目前，长葛市累计开展

互联网营销师、起重装卸机械操

作、中医经络按摩等培训 156 期

19217人次，新增技能人才21087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4985人。

长葛市

全面提升群众持证率就业率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成
睿）“安主任好，我是谢旗营镇和杨

村卫生室申海峰，现在我这个病人

年龄大概46岁，体温36.7°，浑身

疼，鼻子不通，头疼……”

12月 17日，记者在武陟县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采访时看

到，谢旗营镇和杨村卫生室执业

医师申海峰通过连线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安学军，以

远程会诊形式为村民提供医疗服

务。

据介绍，武陟县从12月 16日

起，依托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

心和县、乡、村三级云视讯远程视

频系统，全天 24小时开展远程医

疗会诊，让患者在基层就诊的同

时享受县级专家的服务，确保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

“县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中

心组织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

提供（24小时）远程会诊服务，如

果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均

可以通过村卫生室或者乡镇卫生

院的医生与县人民医院的远程会

诊中心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为

患者安排会诊服务。”武陟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任天来说。

据了解，武陟县、乡、村三级

远程会诊医疗救治服务开通以

来，让优质医疗资源“触屏可及”，

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就医，同

时还可有效提升医院疫情防控能

力，减少密集场所人员流动风险。

武陟县

“云端会诊”守护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申鸿皓 陈琳）“出发！”“一路顺

风！”12月16日，在社旗县饶良镇

黄桥村万军蔬菜基地，随着满载

70余吨白菜、萝卜、大葱等农产品

的10辆卡车缓缓驶离，镇长程超

峰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党

员干部动起来，社会各界齐努力，

‘双联双动’又一次取得了丰硕战

果。”

为解决受疫情影响带来的农

产品滞销等急难愁盼问题，入冬

以来，饶良镇创新开展“双联双

动”活动。“双联”，即所有工作均

要联结“五星”支部创建、激发党

建成效，联结乡村振兴、助推消费

扶贫；“双动”，即成立“流动便民

服务站”进村入户上门帮办，成立

“流动党员先锋队”哪儿有困难支

援哪儿。镇村党员干部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牵线搭桥为民解忧，让

“滞销菜”变成了“爱心菜”，助了

农、解了难，救了急、暖了心。

截至目前，饶良镇“流动党员

先锋队”下沉走访群众 51次，协

调解决实际问题136个；“流动便

民服务站”开展服务 62次，受益

群众 296 名；23 个党支部（党小

组）精准对接 23 个购销市场主

体，77名党员干部帮扶服务“事上

见”，累计促销蔬菜等农产品166

吨；同时，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清洁

家园活动，清理违章建筑和安全

隐患 16处，新建公厕 5座。全镇

形成了“架起连心桥，冬日情温

暖”的浓厚氛围和可喜局面。

社旗县饶良镇

党员干部干起来“双联双动”暖寒冬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杜福建 刘佩）“多亏了党委、政

府，把小区改造得特别好，住在这

儿真幸福，我们打心眼里感激！”

12月20日，居住在桐柏县林业局

家属院的王女士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桐柏县林业局家属院小区改

造是桐柏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之一。社区党组织和小

区 16名联户党员统一各家各户

意见建议，不到 2个月就顺利完

成了小区改造。这是桐柏县开

展“千名党员联万户”、争创“五

星”支部活动，为民办实事的一

个缩影。

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刚告诉记者，桐柏县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党建

工作的有关要求，继续组织县直

单 位 2903 名 党 员 分 别 包 联

27000余户居民、1036家市场主

体，促进了党员干部转作风、优服

务、连民心、树形象，基层党组织

争创“五星”支部，为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找到了一条有效途

径。

据了解，每月上旬，2903 名

党员都要与包联户进行联系交

流，形成居民“需求清单”。每月

中旬，根据联户党员收集到的“需

求清单”，并结合全县重点工作，

制定党员联系群众的“任务清

单”，向各社区联合党委发送任务

交办通知；整合辖区内“共驻共

建”单位和党员力量，由各网格联

合党支部执行本网格党员的“服

务清单”；鼓励党员积极到社区认

领志愿服务岗位，为居民群众提

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今年以

来，共发布活动任务通知 12次，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8场，参与党

员达4万人次，居民获得感、幸福

感大幅提升。

桐柏县

千名党员联万户 争创“五星”惠民生

汝南八旬老人曹国福马杰汝南八旬老人曹国福马杰

爱心蔬菜送给残疾人爱心蔬菜送给残疾人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

平舆脱贫户平舆脱贫户 义务修桥报党恩义务修桥报党恩

太康张梦 坚持10年为群众免费供应茶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民政部等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3年春节

期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的通知》，

部署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出行、就业、

收入等方面的暖心举措。

通知提出，交通、铁路等部门要开

通绿色通道，为农民工集中购买汽车

票、火车票提供便利。按规定落实外出

务工脱贫人口交通费补贴。统筹考虑

疫情防控要求，对节前在外地务工集中

返乡的、节后已确定工作岗位集中外出

的农民工，根据实际需要视情提供“点

对点”包专车、专列（车厢）等运输服务。

通知要求，以节前提前返乡、节后

延迟返岗的农民工为重点，加强动态监

测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民工就业服

务。将脱贫人口作为优先就业帮扶对

象，帮助尽快实现就业。

通知还提出，各地人社部门要畅通

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违法惩戒力度，

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快立、快调、

快审、快结”长效机制。及时为符合条

件的农民工发放失业保险待遇，加强急

难救助帮扶，做好留守老人、儿童关爱

帮扶。

12部门联合开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