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上午， 笔者接到
淮阳县豆门乡肖庄村村民肖乃彬的电

话：“公安局的周副处长给俺闺女送的
故事书 ，让俺闺女天天入迷 ，吃饭也抱
着书看，不舍得丢！ 这暑假俺闺女可有
事干了……”

肖乃彬是豆门乡肖庄村建档立户的

贫困户， 是周口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副处
长周文贤的帮扶对象。其女儿肖芸芸（化
名）是九年级学生，喜欢读书，在学校成
绩较好。前些时候，周文贤在帮扶中了解
到了肖芸芸爱读书这一情况后， 就回到
家里把读过的 《鲁迅全集》 等书收集起

来，又自掏腰包买了几本励志故事书，送
给了肖芸芸。电话里，肖芸芸激动地对笔
者说：“今年暑假我再也不会没事干了，
有叔叔的故事书陪我， 我的暑假生活会
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据了解 ， 周文贤在单位 “教子有
方 ”小有名气 ，平时他很注重孩子的学
习，他家的孩子在省重点高中读书 ，成
绩名列前茅 ， 这在同事们中间早已被
传为佳话。 如今，他已把“教子有方”的
触角触及到了帮扶对象肖乃彬家中 ，
在周文贤的帮助下 ， 相信肖芸芸会有
个好未来。 (任君箫 )

商水群众贷款从此不再难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7 月 12 日上
午， 商水县在固墙镇黄台村举行普惠授
信暨首批贷款发放仪式，该村高纳等 10
位农民分别从商水县农商银行拿到 5 至
20 万元免抵押、免担保贷款。 这标志着
该县普惠授信金融工作全面展开， 农民
贷款从此变得更加容易和简单。

2018 年 3 月，商水县被确定为河南
省普惠金融试点县， 也是周口市唯一的
试点县。

今年以来， 商水县高度重视普惠金
融工作，积极在全县开展普惠授信工作，
架起银行与企业、农户的连心桥。该县确
定商水农商行、 厦农商村镇银行作为普
惠金融主办银行， 将金融知识普及与普
惠金融、精准扶贫相结合广泛宣传，按照
“先信贷、后信用”普惠授信的思路，开展
“户户授信，整村推进”授信试点工作。授
信农户可获得免抵押、 免担保利率不高
于 6.75% 的贷款。 对守信农户再次申请
贷款时，银行提高其信用评级，对评定的

“信用户”，提高其授信额度，适当降低利
率。 对“信用户”所在行政村农户均无不
良信用记录的， 评定该行政村为 “信用
村”。当日，首批贷款发放仪式中，商水农
商银行现场为黄台村的 10 名 “信用户”
发放了 75 万元贷款，解决他们“贷款难、
贷款贵”的老大难问题。

商水县委 、 县政府还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各家银行创新普惠金融信贷产
品 ，改善金融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 让小微企业、农
民、城镇低收入人群 、贫困人群和残疾
人、老年人，能够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
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据初步统计，商水
县现已推出务工贷 、消费贷 、脱贫助力
贷 、惠农贷 、巧媳妇贷 、精英贷等 20 余
种信贷产品 ，可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人
群金融服务需求。

仪式结束后， 与会人员到黄台村授
信贷款户高纳创办的华东实业扶贫间、
黄台普惠金融服务站参观。

������7 月 11 日上午， 川汇区卫
计委、川汇区计生协会组织第三
人民医院、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等
多家卫生计生单位开展第 29 个
世界人口日主题宣传活动。图为
他们在开展免费义诊和计生政

策咨询活动。
记者 田祥磊 通讯员 王君 摄

������自 2015 年 9 月，我作为驻村第一
书记， 带领扶沟县委统战部驻村工作
队来到汴岗镇贡士庄行政村开展帮扶

工作以来， 我对做好驻村工作最大的
体会就是，首先自己要当好一个“村里
人”， 只要诚心和贫困群众掏心窝子，
真心为他们着想，群众就会和你贴心，
把你当亲人。

刚驻村时，当我了解到村里大部
分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不
到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大部分是老
人和孩子时， 我脑袋一下子就懵了，
精准扶贫帮什么、扶什么？ 怎么帮、怎
么扶？ 脑子里一片空白。 为尽快进入
角色， 我和队员采取了 “请进来”和
“走出去”的办法，把工作的第一步放
在摸清村情民意上。 “请进来”就是把
村组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请到村委
会 ，听取意见建议 ，摸清贫困现状和
急需解决的问题 ， 商议村里发展计
划。 “走出去”就是入户走访，特别是
坚持做到老弱病残户 、困难户 、有意
见建议户和种植养殖户“四必访”，到
田间地头、到群众家里，拉家常，摸实
情 ，找准致贫原因和问题症结 ，确立
扶贫思路和发展规划。

群雁高飞靠头雁。 我注重加强村
“两委”班子建设，健全和完善村级组
织建设制度， 组织村委班子成员学习
扶贫政策，增强责任和参与意识，提高
带贫致富能力。只有威信高，说话群众
才会听。 我从一件实事上嬴得了群众
信任。 刚驻村时，有群众向我反映，村
里的土地租出去多年没有收到租金，

村民们准备集体上访。 我带领工作队
经多方努力， 圆满解决了两起土地承
包纠纷事件， 为村民追回承包款 16.5
万元， 为驻村工作夯实了群众信任的
基石。 我除了组织党员干部和贫困户
结对帮扶外，还利用每月的“逢六接待
日”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化解矛
盾纠纷，有效提升了村“两委”的威信。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我十分
注重对贫困群众的教育引导， 两年多
来， 共组织召开大小会议 40 余场次，
现场培训 12 次。 通过大力开展“不等
不靠、 艰苦奋斗”“精准扶贫不是养懒
人”等思想培训，帮助贫困群众增强脱
贫致富信心， 激发了尽早脱贫的内生
动力。

扶贫就要做一些让群众看得见、
感受得到的实在事。两年多来，我们着
力解决出行难和浇地难 ， 协调资金
260 万元，新修路 8000 多米，5 个自然
村的大街小巷都铺设了水泥路； 协调
资金 12万元，新打机井 13 眼。帮助村
里新建了光伏发电站、文化广场、冲水
厕所和标准化村级医疗室， 对村里人
居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门前屋后全部
进行硬化绿化。

我们在“精准”两个字上下功夫，
打好了教育、医疗、科技扶贫组合拳。
部里对扶贫工作一直全力支持， 从紧
张的办公经费里挤出 3000 元资助孤

儿司静珂圆了大学梦， 组织民族宗教
界人士捐资 15000 元发放给贫困大学
生。 在走访时我体会到很多贫困群众
不缺信心但缺技术和资金， 以致于致
富无门。 我和县科协、县职教中心等单
位联系，多次举办种养殖、电气焊、服装
裁剪、家政服务等实用技术培训班，帮
助 125名贫困群众实现了靠技术脱贫。
除积极为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办理大病

医疗保险外，我多次组织医疗单位对敬
老院老人和贫困户义诊，免费发放价值
5万多元的药品、食品。 我们还注重发挥
自身统战优势，组织工商联会员企业进
行“一对一”精准帮扶。 如牧原牧业等爱
心企业积极安排贫困户子女就业。 在县
科协、农牧局等单位的帮助下，我们村新
建 200亩蔬菜园区，带动 35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同时，建立了“藏香红”养猪基
地，贫困户既可以就地打工增加收入，也
可以领养小香猪实现脱贫。

一次驻村，一生情怀；三年帮扶，
终身牵挂。 这句我写在日记里的话是
对近 3 年驻村工作的真实感受。 能有
幸被评为 2017 年度全省优秀驻村第
一书记， 是上级对我和驻村工作队的
充分肯定，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和
激励。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在接下来
的帮扶工作中，我们将更加努力，确保
2018 年底实现脱贫摘帽的工作目标。

（记者 谢永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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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伴儿守国防
——— 高玉霞支持国防建设小记

李自强

������高玉霞从万里边疆远嫁到一个丧
偶的多难之家，曾被西华县委、县政府
授予“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0
多年来， 她在带病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照顾常年瘫痪的公婆和双目失明的
父母， 把年幼的继子抚养成人送入部
队，而她自己却一生未要一个属于自己
的孩子，直到被车撞倒在匆匆上班的路
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美
好夙愿：支持儿子安心服役。

2018 年端午节后的第一个上班
日，高玉霞起了个大早，先给小孙女服
了感冒药后送到了幼儿园。今年初，为
了不影响继子王连伟在部队服役 ，高
玉霞主动把继子三岁的小女儿从部队

接回当地入学。从幼儿园回到家，她顾
不上吃早饭， 便拿了一包方便面匆忙
骑车上路。连日的阴雨让车流量猛增，
当她行至将军路与奉母路交叉口时 ，
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机动车突然向她

驶来，她躲闪不及被撞飞 5 米多远，当
场昏倒在雨水中。由于抢救及时，她才
脱离了生命危险。 车祸导致她全身大
面积软组织挫伤，左手腕骨折，脑部轻
微震荡。

王连伟家在西华县农村，自幼丧母
后，继母高玉霞就来到了他们家。 今年
43 岁的高玉霞跟随父母在边疆部队长
大，从小就目睹了子弟兵献身国防事业
的风采。多年来，她从姑娘到继娘，心中
一直有一个心愿：把继子培养成为一名

报效祖国的军人，而自己却没有要一个
自己的亲生子女。 王连伟受继母的影
响，立志长大献身国防事业。 2011 年冬
季征兵工作一开始 ，高玉霞就带着他积
极报名参军，并如愿以偿。 临走那天，高
玉霞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送给
王连伟， 对他说：“我这一生决定不要孩
子了，家中有我，你到部队好好干。 ”为了
激励儿子献身军营， 她当着欢送仪式上
武装部领导的面， 给儿子约定在各自的
岗位上进行竞赛。

王连伟服役后，在县计生部门工作
的高玉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她还要独自承担起照顾父
母和公婆的义务。 由于劳累过度，她患
上了高血压， 曾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
上。 每当儿子问及家中情况时，高玉霞
总是对他说：“家里一切都好！ ”

新兵训练结束后，王连伟被分配到
空军某训练基地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机

务维护理论学习。 从“练武”到“习文”，
环境变了，而母亲在耳边的叮咛却从未
间断过。 平时，每当接到儿子理论考试
成绩合格的电话，高玉霞对儿子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儿子， 你长大了，在
部队好好干！ ”

在部队里， 王连伟时刻不忘母亲的
谆谆教诲，从机场到课堂，从营房到训练
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进取，努力
拼搏，每次理论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在别
人周末休息时， 而他却在寝室里埋头学

习。 他在努力钻研空军装备业务知识的
同时，还自学了考军校的理论知识。在母
亲的鼓励下，在部队领导的培养下，王连
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并被评为
“优秀学兵”， 庄严走上了一线部队机务
维护的神圣岗位。 知道儿子走上新的岗
位后，高玉霞叮嘱他：“儿子，你要时刻牢
记，维护好‘战鹰’的安全就是在保护你
的母亲！ ”

2013 年 8 月初， 高玉霞接到王连
伟在全国双拥模范城邛崃市打来的电

话：“妈妈，我在军区军考分数第一名，
被军事经济学院录取了。 ”听到儿子报
喜的电话，高玉霞眼里满是泪水。 在母
爱的陪伴中，王连伟一步步成长，并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年军校锤炼
后， 王连伟积极向校党委申请到最艰
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校党委批准了他的申请， 毕业后他怀
着一腔热血踏上了奔赴南疆的列车 ，
担起守卫边疆的重任。 2015 年 8 月 10
日， 空军报以 《循着叔叔的足迹去报
到》为题，介绍了他离校奔赴南疆戍边
的成长经历。

2015 年 3 月底，王连伟的爱人住院
临产，初为人父的王连伟出差顺路来到
医院， 含着热泪对高玉霞说：“妈妈，我
拿什么报答你？ ”短短相聚后，王连伟擦
干眼泪，对高玉霞深深鞠了一躬，然后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为了让儿子安心服役，高玉霞先后

两次利用休假日赶到部队了解儿子的

思想状况，与他所在连队的战友们共叙
鱼水情，让母爱在连队扎根结果，以实
际行动实现了她“腰累弯，汗流干，不动
‘长城’一块砖”的慈母心愿。

高玉霞在支持儿子安心服役的同

时，每天也在和时间赛跑。 从单位到家
中 ，从照顾老人到洗衣 、做饭 ，她默默
地奉献着， 也时刻履行着和儿子进行
岗位竞赛的约定。 不管是在单位或者
是社会上， 所有了解她的人都尊称她
为“好人霞姐”。 她无私奉献自己青春
的感人事迹和支持国防建设的精神 ，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被西华
县委、西华县政府授予“孝老爱亲道德
模范”荣誉称号。

在医院抢救期间，王连伟的爱人给
他说了车祸实情，王连伟心急如焚。 高
玉霞得知此事后，立即让丈夫给儿子发
信息：“妈没事会挺住的， 也希望你挺
住！ ”前来医院看望的单位领导和同事
们看到此情此景， 当场感动得落泪，同
室的病友及家属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纷

纷称赞，“好人霞姐”的名字传遍了整个
医院。

201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随着一排
排清脆的枪声，从中部战区某基地传来
喜讯，王连伟在全空军带兵骨干集训实
战射击比武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
枪手”称号，受到基地表彰。 消息传来，
躺在病床上的高玉霞开心地笑了。

������为了让贫困群众顺利度过
酷暑，7 月 9 日， 周口佳利地产
为淮阳县王店乡刘菜园村的贫

困户送去 150 件瓶装矿泉水 ，
在炎炎的夏日， 让贫困群众享
受清凉、感受关爱。

淮阳县文改委驻刘菜园村

干部李寒表示， 感谢爱心企业
对村里贫困户的关注和帮助 ，
下一步， 驻村干部将联系更多
的爱心企业， 共同做好精准扶
贫工作，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

刘昂 摄

心系贫困户
夏日送清凉

由电梯里悬挂驱蚊香包想到的
孙智

������近日，笔者去一个小区办事，在电
梯间里发现悬挂着一个驱蚊香包，顿
时倍感温馨。

按说，在电梯间里悬挂驱蚊香包，
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 这个小区能
够想到解决这样小得不能再小的事

儿 ，说明他们对业主 、对来小区走访
的客人做到了细致入微的服务。 因为
有些人的皮肤香型特别惹得蚊子叮

咬，在电梯间、卫生间、宾馆客房等地
方 ，放置驱蚊香包 ，看似小事却是为
这些人解决了一件“大事”。

小小的驱蚊香包，带来的是温馨，
赢得的是称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解决群众
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
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

关注民生， 就要从帮助群众了却
“小心愿”“小梦想”“小困难”这样的小
事开始做起。

“一枝一叶总关情”。 事实上，老
百姓最看重的是政府能够解决群众

最基本的生活起居困难， 如路、 渠、
桥、灯、水、电等民生“小事”。所以，我
们的党员干部要带着一颗亲民之心，
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小事做起。只有这
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
拥护。

杨少勇：当好贫困群众的致富领路人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风采录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7 月 12 日上
午，2018 周口马拉松暨善跑中国周口站
新闻发布会在周口市体育中心举行。 会
上发布了 2018 周口马拉松暨善跑中国
周口站和比赛具体事宜。据悉，本次马拉
松赛将于 11 月 18 日在市体育中心鸣枪
起跑， 这也是我市举办的第三届马拉松
赛事。

此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 中华慈
善总会、 河南省体育局、 河南省慈善总
会、周口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主办，比赛仍
以慈善为主题。

会上发布 ，此次比赛项目分男 、女
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 )，小马拉松 (5
公里 )，总规模 15000 人 。 同时 ，为弘扬
不屈不挠的马拉松精神 ， 树立正确的

参赛理念 ， 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马拉
松赛事中 ， 今年全程比赛除了对取得
前三名的运动员进行奖励之外 ， 只要
按照规定完成全程比赛的运动员都有

现金奖励。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 今年马

拉松比赛路线较去年稍作改动 ， 亮点
很多 ，起终点仍设在体育中心 ，主场地
在东新区 ，经过我市新政府广场 、博物
馆、生态园、商业区 、华耀城等地方 ，还
通过我市唯一的高等院校周口师范学

院校内 ， 最后跑进最美丽的沙颍河风
景区。 赛道环境更美了，更能展示周口
的城市形象和文化气息 ，折返路线多 ，
也有利于选手跑出好成绩 ， 更兼顾了
群众出行。

故事书伴俺孩子度暑假

2018周口马拉松暨善跑中国周口站新闻发布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