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 要不是徐总袁俺家的日子可真是没
法过了遥 冶6月 26日袁在位于晋庄镇的南
阳文航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袁 该镇
桃园村贫困群众刘艳华干起活来格外卖

力袁每天百余元的稳定工资收入袁让她看
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遥

刘艳华口中的徐总名叫徐传堂袁一
个干练尧朴实的中年汉子遥 2010年袁在外
打拼 20多年的他回乡创办南阳文航门
业有限公司袁 至今已陆续投资 600余万
元袁公司经营蒸蒸日上袁产品远销山西尧安
徽等地袁而创业带富正是他办厂的初衷遥

野 她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袁虽然厂里
很少使用女工袁但都是乡里乡亲的袁能帮
咱就帮一把遥 冶徐传堂介绍袁刘艳华的丈
夫以前也是厂里的工人袁因 2015年在深
圳遭遇变故袁导致下肢瘫痪袁家庭生活一
落千丈遥他知道情况后袁主动聘用刘艳华

到厂里干活袁 每月 2000 多元的稳定收
入袁 不仅解决了这个贫困家庭的生活困
难袁 而且更让刘艳华重新树起了脱贫的
信心袁看到了致富的希望遥

富而不忘乡亲遥 如今袁在脱贫攻坚
大会战中袁文航门业积极参与野 百企帮百
村冶活动袁想方设法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遥 而像刘艳华这样袁
进厂务工的贫困群众就有 10多个袁 占工
人总数的一半袁 工资最高的一月能拿到
6000元以上遥 徐传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袁
彰显了一位返乡创业成功人士的责任和担

当遥
野 多文为富袁梦想远航冶遥 正如公司

门楣上的这条标语袁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袁
野 要为脱贫攻坚出把力冶是他立下的铮铮
誓言袁徐传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袁把生
产车间变成扶贫车间袁并在生产尧销售尧

安装等环节上向贫困户倾斜袁 让更多的
贫困群众学到一技之长袁 早日实现脱贫

致富遥(上图院徐传堂在认真检查成品门生
产质量) 文图/申鸿皓

为弘扬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正能
量，挖掘一批扶贫一线的感人故事和
先进典型，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强大精神动力，《社旗消息》编辑部
决定在全县举办“我身边的脱贫故事”
有奖征集活动。�

一、作品要求

此次活动征集作品以文章、照片
为主，竞赛稿件体裁不限，其中为通
讯字数 3000字以内。要求内容真实准
确，情节生动感人，以社旗脱贫攻坚路

见思想，写活文章。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7年 12月底
三、投稿方式

投稿须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
单位、联系方式以及“我身边的脱贫故

事”字样，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邮箱：
sqxw110@163.com。

四、评奖说明

《社旗消息》根据所征集作品的质
量和阅读量，进行评选，评出一等奖、

讲述“我身边的脱贫故事”

有奖征文启事

32017年 7月 5日 星期三砥砺奋进的五年荫身边的脱贫故事
姚营村光伏发电照亮脱贫路———

“蓝板板”成致富“金罐罐”
社旗消息 渊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全媒

体记者 张飞冤“要是没这个耶蓝板板爷袁
我还真不知道咋脱贫哩浴 冶桥头镇姚营村
的刘保禄因患腰椎间盘突出几乎丧失劳

动能力,家庭没有主要经济来源袁是村里
的精准识别贫困户遥 他家第一批安装了 5
千瓦的户用型光伏发电设备袁现在已经并
网发电袁这让刘保禄看到了脱贫的希望遥

野安装耶蓝板板爷光伏组件发电袁不
用操心就有钱挣袁 一年下来分红 3000
元袁耶蓝板板爷 成了我们脱贫致富的 耶金罐
罐爷浴 冶指着自家屋顶上的野蓝板板冶要要要5千
瓦光伏发电板袁姚营村村民李岩笑逐颜开遥

野蓝板板冶就是农户分布式的光伏发
电装置袁在平房尧库房或其他房屋顶就可
安装使用袁 生产的电力通过电力公司提
供的双向电表袁 多余电量可以直接传送
到国家电网袁 每发电 1千瓦时国家补贴
0.42元袁农户一年能收入 3000元袁每年
能为村集体带来数万元的经济收入袁让
贫困群体获得中长期收益袁 生产生活更
加方便遥

野光伏发电加上在村里蔬菜大棚的务
工收入袁 不仅能有效改善贫困户的生活
困境袁也增强了其脱贫致富的信心遥 冶姚
营村党支部书记陈书桂说遥 去年袁姚营村
筹集资金建设的 2个村级光伏电站已并
网发电遥 村级电站使用村集体的未利用
地建设袁建成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袁收益
优先分配给建档立卡贫困户袁还能作为村
集体扶贫资金使用遥

一块块闪亮的野蓝板板冶袁咋就能成
贫困户们依赖的野金罐罐冶钥

野光伏发电是可持续的清洁能源袁具
有安装使用便捷尧规模可大可小等优点袁
能为贫困户快速创造稳定收入曰 电站就
在老百姓身边袁 就近负责管理的贫困户
也更有参与感遥 冶

桥头镇党委书记崔荣克认为袁 光伏
扶贫集产业扶贫尧农村经济和清洁能源创
新发展于一体袁很好地适应了精准扶贫的
现实需要遥更值得称道的是袁光伏扶贫采用
资产收益扶贫的方式袁 帮助那些建档立卡
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增加资产性收入袁让
扶贫对象中最难脱贫的群体看到希望遥

目前袁野光伏 +冶模式成为光伏扶贫的
创新之举遥 比如 野光伏 +农业冶野农光互
补冶袁 在建设村级电站的同时发展农业袁
既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益袁 也增加了农业
产值袁成为扶贫的有效助力方式遥

截至目前袁 社旗县第一批光伏扶贫
发电项目已全部实现并网发电袁涉及 16

个乡镇渊街道冤袁总装机容量12.225兆瓦袁共
建成村级电站52个尧户用分布式电站 1827
个袁 村级电站每年可获得纯收益 3.6万

元袁 户用电站每年可获得纯收益 3000
元遥

渊图为大冯营镇焦庄村村级电站冤

编后感言
目前袁姚营村光伏扶贫电站的主要

模式有一家一户的分布式电站和村级
电站两种袁分布式电站精准到户袁村级
电站合理利用集体用地遥变救济式扶贫
为开发式扶贫袁不仅贫困户能有稳定收
入袁 还成为村集体稳定的经济来源袁从
个体尧集体两个方面保障了脱贫攻坚顺
利进行遥

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央野 一号文

件冶中袁推进光伏发电被列入补齐农业
农村短板尧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的重
要举措遥作为精准扶贫尧精准脱贫模式袁
生态光伏扶贫的优势和效益在桥头镇
姚营村已经显现遥
光伏发电每天发电长达 10个小时袁

一次投入袁长期受益袁自己用电不掏钱袁
余电上网还能享受国家补贴袁而且夏天
隔热降温尧冬天防寒保暖袁一举多得尧一
劳永逸袁让贫困户脱贫致富路更宽遥

社旗消息渊 南阳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崔万金冤 马庄村位于社旗县西北五公

里袁南与县城相连袁北与方城毗邻袁交通
便利袁年平均气温 15℃左右遥 该村共有
2766人袁建档立卡贫困户 188户 702人遥
陈运新和老伴王学检就是其中的一户贫

困户袁他们对野 花冶有着独特的情结遥
6月 12日袁傍晚袁我和马庄驻村第

一书记的巴竟钧一起从村部出发袁穿过
几条土路袁来到了陈运新的家遥

三间瓦房袁整洁的院子和满院的花袁
是我对这户人家的第一印象遥 见到我们
过来袁陈运新忙起身给我们搬椅子袁略显
佝偻的身躯袁灰汗衫袁步履蹒跚袁你很难
想象这位耄耋老人是一个做野 仿真花冶的
能手遥

80岁的陈运新和 72岁老伴王学检
是村里典型的因病致贫户袁因为都干不
了重活袁平常俩人的 3亩多地靠儿子招
呼种着遥 今年地里麦子刚卖 1500多
元袁这两天俩人又开始合计着做野 仿真
花冶挣点钱贴补家用遥 陈运新院上年纪了
干不了啥活袁挣个买盐钱遥 王学检院现在
老了袁想干啥干不成袁这年后袁庄上的领
回来花了袁咱去领点做做袁一天都是个三

五块钱袁买个馍袁有时候不想压面条买个
面条袁买个小菜遥 说话间袁王学检把我们
领进堂屋看他搁在席子上已经做好的一

百多串野 仿真花冶遥
巴竟钧说袁老俩口虽然都是慢性病袁

但干劲足遥 家里喂的有鸡有鸭袁自家院
里也有菜地袁吃这一块基本能自给自足袁
平常做些野 仿真花冶袁还能挣些钱补贴家
用袁目前家里主要开支还是医疗方面遥
野 经济上稍微有些困难袁有新农合和大病
保险袁今年给他送的是人身意外险和小
麦险遥 冶

晚风袭来袁小院里花香袭人遥 一时
间分不清哪些是真花袁哪些是野 仿真花冶遥
我不禁好奇地问两位老人袁为什么这么
大年纪了还要去做野 仿真花冶钥 陈运新笑
了笑没回答袁老伴儿王学检说院野 老了可
想做袁啥都想做袁从小都爱好花袁鞋上扎
花袁衣裳上绣花遥 也爱好花袁想着做点好
些袁你能光伸着手要遥 冶

王学检还说袁她还想买几个花盆袁把
门口的几棵海棠挪个好位置遥 我们约定
过段时间来看老两口的野 小花园冶袁院子
里种的步步高也正一点点长高遥

两位耄耋老人的花儿情结

□ 张阳蕊

五月的骄阳似火袁热风阵阵里袁滚滚
麦浪一如亲切深情的海袁泛着厚重金属一
般的光泽袁荡起人心里乡思乡情的涟漪遥

一大早袁 我随县民政局驻村工作队
下乡去扶贫遥此行的目的地袁是社旗县兴
隆镇张岗村遥

到达兴隆镇党群服务中心袁 正逢停
电袁空气仿佛凝固成了一个字院热遥 加之
旁边有个养鸡场袁引得苍蝇嗡嗡叫袁还有
蚊子咬遥

几十个人把会议室挤满了遥 没有电袁
就喝不上水袁吹不成电扇袁驻村第一书记
樊自立乐观地说院野 这就是城乡差别袁咱
们就得体验体验浴 冶

大家一见面袁谈的都是扶贫话题袁探
讨哪一户的哪个情况该如何解决遥签到袁
发材料袁开会袁指导填表和走访袁这是工
作日常遥单是居民纯收入算账表袁就涉及
许多项项袁兴隆镇侯副书记逐条讲解尧指
导袁 对下去采集信息时可能遇到的各种
情况袁都一一交给应对办法遥

他反复叮嘱每一个帮扶责任人袁野 我
们要具体到每一户去询问情况袁 充分沟
通袁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进行交流袁一

表和精准识别入户普查表袁 那细密的条
条框框袁 使人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农村对
贫困户无微不至的关爱曰 这野 一条线冶尧

野 两不愁冶和野 三保障冶袁更是贴心得连野 年
有换季衣服袁经常有换洗衣服冶都考虑进
去了遥 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
歌叶 小红花曳院野 党爱我袁我爱党袁我们从小
就听党的话遥 党的温暖像太阳袁党的关怀
像妈妈袁我就是党的一朵小红花遥 冶

小时候袁我们穿破衣烂衫袁住泥坯房
草棚子袁 三十年过去了袁 我们走进新时
代袁也走进了新天地袁百姓生活有基本保
障袁实现了电器化尧数字化遥 虽然城乡差
别依然存在袁 农村依然有庞大的贫困户
大军袁可是袁这境况已不可同日而语遥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袁 中国农民为工
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

献袁 国家也从未忽略这个庞大群体的福
祉袁而是以理性的思考和深远的眼光袁来
部署和规划农村的发展袁 切实为农民谋
福利遥 精准扶贫就是党和国家扶贫工作
的精髓和亮点遥

指导规范填表的会议结束袁 帮扶责
任人又对不明白的问题做了现场提问

后袁匆匆吃顿野 一碗端冶袁驻村全体成员都
顶着烈日袁 分散到各自承包的村子和农

得像十个指头弹钢琴一样袁 也弹不过
来袁冶 樊书记风趣地说袁野 白天忙一整天袁
晚上又常常操心得睡不着觉袁就连做梦袁
还在分析甄别农户家庭状况袁冶他拨拉着
风华正茂年纪却早早花白了的头发说袁

野 总想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袁就连谁去
哪个村子合适袁谁跟谁搭档效率高袁我都
编好了遥 冶

得知他的孩子在上中学袁 妻子在几
十里外的乡镇上班袁 我问道院野 那你怎么
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钥 冶樊书记的笑容
里有了深深的歉疚袁野 孩子没时间管袁别
说辅导功课了袁 吃饭都是自己拿着钱到
街上买的遥 冶像是自我安慰袁又像是给大
家打气一样袁 他转而扬声说院野 小康不小
康袁关键看老乡遥 无论如何袁都要啃下精
准扶贫这块硬骨头浴 冶

我看到袁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遥
县民政局副局长刘国沛担任驻村队

长袁前些时袁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生病住
院半个月袁忙于工作袁这个大孝子都没能
在老人家身边伺候遥

一切为扶贫让路遥 这样的生活袁已经
不是一天两天袁也不是一月两月遥 没有节
假日袁没有周末袁不分白天夜晚袁他们常
常搞不清哪天是几月几日噎噎

的态度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袁从前来时袁你
问啥都不耐烦袁不愿说袁末了还说袁耶 你们
走吧走吧袁别再来了浴 爷冶她的语气里有些
哭笑不得的无奈袁野 现在还算配合袁 知道
说些感谢的话遥 冶

消除贫困袁改善民生袁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袁需要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遥 新
阶段的扶贫不再是以金钱尧食物等方式袁
而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尧创新机制尧完
善政策袁增强贫困地区野 造血冶功能和发
展后劲袁实现更科学更有效的扶贫袁也是
真正野 治本冶的扶贫遥

扶贫需要一种情怀遥 我们无法苛责
欠缺文化素养的村民能有高远的眼光和

觉悟袁也因此袁他们才需要帮助袁需要帮
扶遥 而党和国家是高瞻远瞩的袁是有统筹
规划和坚强决心的遥 广大党员干部所起
的纽带作用袁就显得尤其重要遥

当我们整理好材料袁 走出村子袁已
是暮色四合时分遥 傍晚的麦田袁望去宛然
一片苍茫的海遥 车子穿行在田间小路上袁
却总使人感觉袁 是通往不远明天那共同
富裕的康庄大道上袁 是行在不忘初心方
得圆满的美丽中国梦逐梦之路上遥

不知谁哼起了那首 叶 在希望的田野
上曳遥 是的袁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袁这是一

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社旗消息 眩晕低血糖袁 连续两次
晕倒在扶贫攻坚工作岗位上袁 镇里把她
送到县医院看病刚输了一天液袁 她就返
回镇里立即上班遥同事们说袁这是咱镇上
的铁姑娘遥

她就是太和镇扶贫女干部冯义雯遥
24 岁的冯义雯袁2016 年 6 月分配

到太和镇扶贫办工作遥刚刚参加工作袁冯
义雯就从零开始遥 在业务上袁她找来叶 摆
脱贫困曳尧叶 反贫困行动曳尧叶 穷人经济学曳尧
叶 扶贫文件汇编曳等认真学习钻研袁不懂
的问题袁 她就虚心请教主抓扶贫工作的
镇党委副书记王玺和同事们袁 白天下村
入户调查情况袁晚上常常学习到深夜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遥几个月下来袁冯义
雯坚持不懈地学习尧钻研业务知识袁业务
水平不断得到提高遥她学习认真尧工作仔
细袁有一股子犟劲袁她填写的扶贫明白卡
以及各种表格字迹工整尧清秀尧书面干净
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称赞遥她从一个野 门

外汉冶成为太和扶贫办业务骨干遥
扶贫工作业务量大而繁杂遥 冯义雯

每天除了下村搞调研尧 培训村里业务员
外袁 回到办公室就忙着填档卡尧 统计数
据尧做报表等袁办公室人手少袁事情多袁她
常常忙得饭吃不好袁 觉睡不好袁 大量的
时间都在工作袁同事们说袁小冯晚上只睡
三四个小时袁大家怎么劝她就是不听遥

今年麦季袁 又要禁烧又要迎接是里
的扶贫检查袁工作量很大袁加班加点是常
事遥一次袁她和一名干部一起到马埂村帮
助村里做扶贫档卡袁 她感到头眩晕的厉
害袁她强忍眩晕袁坚持做完档卡袁回到镇
里又工作到深夜遥

野 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担当袁只有
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打赢脱贫攻坚战袁乡
村干部要像禾苗一样深深扎根土地只有

耶 下的来尧融得入尧做的实爷袁才能让村民觉
得靠得住尧信得过尧用得上遥 冶冯义雯说遥

渊王欣科冤

冯义雯院扶贫路上的铁姑娘

野 人穷心不穷袁打工北上到昌平遥 一
张电工证袁 服务奥运在京城遥 钻研种蔬
经袁技术揣进咱怀中遥 返乡农民工袁圆了
故乡扶贫梦遥 冶如今袁在社旗县饶良镇群
众口口相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袁这是对孟
庄村李秀合帮助贫困户脱贫的点赞声遥

原来袁今年 42岁的李秀合袁因家中
贫穷于 2007年到北京昌平打工袁凭着一
张电工证袁 他在那里被高薪聘为电器维
修工遥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袁工作认真负
责袁勤于钻研业务袁2008年袁李秀合光荣
地成为北京奥运会服务人员遥

2011年袁李秀合看到承包蔬菜大棚
能挣钱致富袁便投资 11.7 万元袁在房山
区承包 4个蔬菜大棚袁 结果由于缺乏技
术袁当年只纯收入 4000 元遥 面对挫折袁
李秀合极度苦闷袁但他没有气馁和灰心袁
经过走市场看行情尧看蔬菜品质尧看管理
模式袁他重拾信心袁决定补齐短板遥于是袁
他埋头钻研蔬菜种植技术袁 第二年所种
植的娃娃菜都被天津菜商抢购调走遥

尝到甜头的李秀合袁从此干劲倍增袁
一种创品牌的梦想占据了整个脑子遥 于
是袁他就主攻樱桃尧萝卜袁专供上海等大城
市的蔬菜批发市场袁同时还出口俄罗斯遥

野 叶落归根冶这句话一点也不假遥 李
秀合的技术跟上了袁 蔬菜品质自然也提

高了袁销售门路也打开了袁回归故乡创业
的愿望也开始萌生遥就这样袁借着社旗县
实施野 人才回归冶工程袁李秀合于 2016年
10 月告别北京城袁怀揣种菜技术袁回到
阔别 9年的贫困村要要要孟庄袁 准备大干
一场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遥 他在镇尧村
两级的大力帮助下袁投资 107万元袁流转
土地 310亩袁 成立了青农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袁建起 50座大棚袁吸纳 39个贫困
户袁采取野 种租结合冶两步走的方式袁让贫
困户家门口就业遥为此袁饶良镇将李秀合
的合作社定为产业扶贫基地遥目前袁他所
种植的豆角尧 羊角密甜瓜等蔬菜供不应
求遥有一次袁安徽省一位在北京的老客户
开着大车来采购袁其结果没能装满袁老客
户只能野 装多少算多少冶遥

家中因有残疾人致贫的贫困户毛书

辉深有感触地说院野 秀合这个合作社给我
帮了大忙袁 一来不耽误回家伺候俺妈和
照管孩子袁 二来每天都能挣五六十块
钱遥 冶

野 既然政府对俺恁关心袁我打算稳步
发展袁 最关键是只要能让贫困户租棚种
菜尧在社里务工挣钱比啥都强袁因为我原
来也是贫困户袁 邻里相帮是我们的好传
统浴 再说袁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嘛遥

渊赵兰奇 王绍亭冤

李秀合院返乡创业不忘扶贫

徐传堂：要为脱贫攻坚出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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