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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顾成虎脱贫后当上了护林员

“守护好这片青山绿水，是我的新追求”

记者感言

□口述/阜平县顾家台村村民 顾成虎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俺永远忘不了，7年多前习近平总
书记顶风踏雪来俺家嘘寒问暖的情
景。那天他拉着俺的手，详细询问俺
一年下来收成咋样，粮食够不够吃，
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
够，看病方便不方便，更关心俺们在
脱贫路上还有哪些困难。

回想起过去，真令人感慨：总书
记来时，村里都还是泥土路，又窄又
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小推
车都推不到家门口，猪圈鸡窝就堵在
街口，垃圾乱堆、蝇虫乱飞。住的房
子更别提，都是低矮的土坯墙，纸糊
的 木 格 窗 ， 外 面 下 大 雨 ， 屋 里 下
小雨。

俺清楚地记得，总书记临走时
说，希望早日听到乡亲们脱贫致富的
好消息。这几年大家都牢牢记着，男
女老少撸起袖子加油干，搞食用菌大
棚、发展林果业、还办起了箱包加工
厂，扶贫产业搞一个火一个，大家伙
守在家门口就有钱赚。

虽说年岁大了点，俺也不等不
靠，头几年在村里工地打零工，一年
下来能挣 3 万块，2016 年俺家已经顺
利脱贫。这两年腿脚不利索，干不了
重体力活了，村里就给安排了公益岗

位当护林员，儿子从小患病干不了重
活，村里给他安排当了保洁员，全家
收入一年少说也有两三万。富起来的
可不止俺一家，去年俺村人均收入突
破16000元，全村都脱了贫。

脱贫路上齐努力，山村旧貌换新
颜。现在宽敞平坦的水泥路、石板路
四通八达，小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
口，家家户户全都搬进了节能环保、
冬暖夏凉的新房。俺搬进新家后，特
意把当年与总书记的合影挂在客厅最
显眼的位置，时刻都能感受到总书记
的关怀。

去年“五一”，村里喜事又盈门，

乡村生态游正式启动，做了十几年的
旅游梦终于实现了。俺们这里山前屋
后都是生态林，一年四季有美景，从
前路不通、村不美，人来了留不下。
如今 30 套新民居改造成高级“大宾
馆”，还开了十几家农家院，一到旺季
人气十足，一床难求。

每天俺循着山路护林，看着来来
往往的客人，心里就想，这不正是总
书 记 说 的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嘛。

俺这个护林员可要称职，脱贫了
也要有新追求，守护好这片青山绿
水，为子孙后代造福。

□记者 寇国莹

7年来，每次到顾家台采访，我都会
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不仅扶贫产业带富
增收的能力越来越强，乡亲们在脱贫致
富路上展现出的“精气神”更让人钦佩。

就拿顾成虎老人来说吧，虽说已年
近七旬，在脱贫路上可一点没掉队，不
服老更不服输。有人劝他，年纪也不小
了，还拼个啥，靠政策兜底多轻省。顾成
虎却连连摆手：咱有手有脚，凭啥给国
家添麻烦？

村党支部书记陈国说，脱贫路上全
村人都奋勇争先，顾成虎一点也不输年
轻人。两年前他在建筑工地摔伤腿后，
心里最急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挣
钱。“有这样的心劲和干劲，顾家台的日
子错不了！”

◀ 1 月 12 日，阜平县顾家台
村，顾成虎（中）一家人脸上写满
了幸福。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脱贫奋进勇争先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1月5日一大早，随着一辆演出大巴
车开进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村，村头
的文化大舞台旁逐渐热闹起来。由省文
联、省音协主办，河北交警艺术团承办的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河北省
音协“金钟之星”惠民演出精彩上演。

临近春节，我省各地众多“红色文
艺轻骑兵”走进乡村、基层，精准对接基
层百姓需求，提供“菜单式”服务，为百
姓送上暖心贴心的“文化大餐”。

歌舞迎佳节，春联送祝福
“红色文艺轻骑兵”马不

停蹄送“文化大餐”

1 月 5 日，一支名家、新秀联袂的文
艺“小分队”登上了开往张家口市阳原
县大田洼村的大巴车。大田洼村是省文
联对口帮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入驻以
来，积极探索文化扶贫和扶志扶智融合
扶贫新模式，通过建设文化大舞台，成
立大田洼村脱贫攻坚帮扶联盟，建设大
田洼凤坪花卉园，组织新乡贤讲习所等

工作，使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村文化大舞台宽敞漂亮，舞台前早

已聚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大
家的热情感动着来自河北省歌舞剧院的
独唱演员、金钟奖获得者支羽佳，“年年
都下基层演出，每年都能感受到农村风
貌的巨大变化和乡亲们精神面貌的不断
提升，这让我非常有感触，作为文艺工作
者就是要为百姓歌唱，为百姓服务。”寒
冷的天气中，演职员们一丝不苟地化妆、
备场。省文联、省音协工作人员还在演出
开始前为村民发放春联和福字。

下午1时，演出正式开始。河北省音
乐金钟奖获得者靳菲演唱的《不忘初
心》、李志宇演唱的《追梦赤子心》等歌曲
博得阵阵掌声。扶贫一线火热的生活涌
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河北交警艺
术团王涛、梦雅等演员根据扶贫干部真
实经历改编的小品《扶贫轶事》一波三
折，扣人心弦。演出中还穿插着有奖问答
赠花等互动环节，使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这场文艺演出活动，是 2020年元旦
春节期间在全省广泛开展的“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一个缩影。
春节期间，我省着眼于为基层群众提供

优质文化服务、营造欢乐祥和节日氛围，
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
题，在全省共安排 1496项重点文化惠民
活动。目前，已开展活动425项。

春节“不打烊”，活动重质量
“菜单式”服务精准对接

基层百姓需求

春节期间，我省将全面动员组织
省、市、县各级文艺院团和文化单位，以
燕赵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形式深入脱贫
攻坚第一线、小康建设最前沿、社会生
活最基层，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广泛深
入基层、服务人民，开展节目演出、电影
放映、送图书报刊、培训讲座、结对辅导
等文化活动，做到春节期间所有国家级
贫困县辖区内每个乡镇至少开展一场
活动。

丰盛的“文化大餐”有特色、接地
气、重品牌。既有省直单位举办的“瑞
鼠 吐 宝—— 庚 子 新 春 鼠 年 生 肖 文 物
展”、河北省第三届年俗文化节、河北
梆子经典剧目展演、书法美术专题展览
等大型活动，又有各市立足当地特色资

源开展的地方戏曲演唱演奏、民间技
艺、民俗艺术、非遗过大年、乡村春晚、
花会、灯会、赛歌会、票友会、秧歌会、
舞龙舞狮、广场舞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
动，集中展现河北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繁
荣景象。在石家庄，153 项、400 余场文
化惠民活动各具特色，仅正定县就有
33 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内容涵盖传
统戏曲展演、电影放映、非遗展演、庙
会等多个方面。

活动中，我省根据不同群体、不同
地区的实际特点，有针对性地推出快板

《千年大计》、歌曲《时代号子》、小戏《次
楞河畔》、歌舞《我们都是追梦人》等适
合在基层展演展播的优秀作品。充分发
挥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网、长城
新媒体等各类媒体平台作用，集中推出

《河北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河北省中老
年春节联欢晚会》《冬季游河北 福地
过大年》等一批节日文化节目，举办冰
雪盛典、网络摄影大赛、春节微视频征
集、“新春走基层”微直播采访等多样化
的网络活动，努力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满足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
的多样文化需求。

春节期间，我省1496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走进千家万户

“菜单式”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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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赴基层走访慰问

向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祝福新春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

各市2019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专项检查意见反馈会议召开

切实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夏延军调研检查春节市场供应和食品安全工作时要求

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
充 足 稳 定 安 全 有 序

省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李国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东）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
对省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成
员、副理事长李国忠严重违纪
违 法 问 题 进 行 了 立 案 审 查
调查。

经查，李国忠背弃初心使
命，思想滑坡蜕化，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活动安排；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违规决策、违法
行政；在办理土地出让、规划手
续审批、承揽工程等方面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并
非法收受财物。

李国忠严重违反党的廉洁
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
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
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
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李国忠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
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 审 查 起 诉 ，所 涉 财 物 随 案
移送。

河北日报讯 （记者任学
光） 1月 20日，副省长夏延军
到石家庄市检查春节市场供应
和食品安全工作。她深入到河
北双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冷冻
猪肉储备库、省市惠民猪肉销
售点和批发市场，调研检查春
节市场货源组织、质量检测、
猪肉储备、惠民补贴销售等
情况。

夏延军指出，向市场投放
储备肉、开展肉菜补贴销售是
惠 及 人 民 群 众 的 “ 民 心 工
程”，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将中央和
省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细，全
力保障市场供应，强化安全监
管，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安全有序。
夏延军要求，要根据春节

消费特点，加强货源组织，丰
富春节市场商品品种，保证春
节市场货源充足、质量可靠。
要把肉菜惠民补贴销售工作做
深、做实、做细，真正做到让
老百姓享补贴、得实惠。要密
切关注市场动态，完善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加大
市场巡查力度，做好应对市场
异常波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市场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要把食品安全当成生命线，积
极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打
击假冒名牌标识、无证生产等
违法行为，确保食品安全不出
问题。

河北日报讯 在新春佳节
即将来临之际，省领导冒着严
寒深入基层，走访慰问生活困
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红军
老战士、老复员军人、伤残军
人、烈军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和
军队离退休干部、无军籍退休
退职职工、退役人员；劳模工
匠、农民工、低保户、特困户、
农村贫困家庭等；工作在困难
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的干部、因公去世干部家
属；驻冀部队和院校、武警部
队等，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
关怀。

省领导梁田庚、王会勇到
衡水市、辛集市，袁桐利、王
晓东到廊坊市，陈刚到雄安新
区，冉万祥、周仲明、曹素华
到承德市，焦彦龙、葛会波到
沧州市，董仚生、卢晓光到秦
皇岛市，邢国辉、边发吉到石
家庄市，高志立、夏延军、苏

银增到唐山市，刘爽、时清
霜、王宝山到张家口市，进行
走访慰问。

走访慰问中，省领导与慰
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
他们致以新春祝福和亲切问
候。对困难群众，省领导鼓励
他们坚定信心，转变观念，争
取早日走出困境、改善生活，
并叮嘱有关部门给予困难群体
更多关爱，积极为他们排忧解
难，解决实际问题送温暖，切
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老党员、劳模工匠、优抚对
象、退役人员、部队官兵等，
省领导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的
事业，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希望他们保重身
体，再立新功，同时要求有关
部门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工
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
们心坎上。

河北日报讯 近日，按照
省委统一部署，各市2019年度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
况 专 项 检 查 意 见 反 馈 会 议
召开。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
田庚在衡水市、辛集市；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在廊
坊市；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冉万祥在承德市；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焦彦龙在沧州市；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生
在秦皇岛市；省委常委、秘书
长高志立在唐山市；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刘爽在石家庄市、张家口市分
别出席了该市2019年度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专项检
查意见反馈会议。

省委常委们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
省纪委九届五次全会部署要
求，抓好反馈意见整改，切实
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要
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树牢“四个意识”、落实

“两个维护”，真正做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要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建设，
始终保持惩腐肃贪的高压态
势，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落到实处。要持续深化正
风肃纪，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
进纠正“四风”和作风纪律专
项整治，紧盯“四风”隐形变
异新动向，坚决防止“四风”
反弹回潮。要督促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充分发挥“关键
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着力
构建管党治党长效机制，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

1 月 15 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大
雪初霁、北风凛冽。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腰站镇六合店村贫困户韩凤祥
的羊舍里却暖意浓浓。“68只母羊马上
要产羔，必须好好照料。”看着满圈

“喜羊羊”，老韩满脸“喜洋洋”。
老韩日子难——老母亲年老体弱，

妻子常年闹病、女儿上学花费大、自己
听力不好。但老韩不认穷——3年前，老
韩借款2万多元，自己一砖一瓦建起40
多米长的牛舍，打算养牛致富。

不料，牛舍刚建完，牛价飙升。
“牛犊子从 6000 多块钱，涨到了一万
多。”买不起牛犊、老韩整日蹲在空荡
荡的牛舍里发呆。

见老韩还钱无望，债主牵来两头
牛犊。老韩悉心喂养，年底肉牛膘肥
体壮马上要出栏，却被牵走抵了债。
说起过去的难，老韩湿了眼眶。

说话间，老韩手机响起，“放心
吧，你嘱咐的棉帘子挂好了，肯定让
羊羔暖暖和和的。”

打来电话的是天津食品集团驻围

场帮扶工作队队员李岩。
2018 年，为助力围场打赢脱贫攻

坚战，天津食品集团在围场成立了河
北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实施了“百
万只优质肉羊产业化项目”。

“他们不光建羊舍自己养羊，还带
着贫困户一起养。”老韩拿出一份“脱
贫合同”说，公司免费提供母羊，两
年内一只母羊只需还两只羊羔，余下
的羊全归农户。

去年 7 月，老韩领到了 80 只母
羊，1只公羊。牛舍变羊圈，原本无所
事事的老韩忙了起来。

在羊舍里，一堆堆花生秸秆码得
整 整 齐 齐。“ 这 是 公 司 给 的 ‘ 营 养
品’。”老韩笑着说，起初他用土法喂
羊，就是草料加水，整圈羊蔫头耷脑。

帮扶队员上门回访，一眼瞧出问
题。“当地小尾寒羊一年一胎，一胎一
羔。湖羊不同，两年三胎，一胎平均
两只羔，养殖方式大相径庭。”

为了帮老韩养好羊，帮扶队员轮
流往他家跑，饲料咋调、疫病咋防、

羊羔咋接生……踏实肯学的老韩很快
成了养殖能手，湖羊个个身强体健。

“80 只母羊两年能产 480 只羊羔，
还160只羊，自己能剩400只。今年收
入十多万，没问题。”老韩算了算账，
笑弯了眼。

离开老韩家，记者来到津垦奥公
司养殖基地。联排成片的现代化羊舍
里，6000 多只羊，悠闲地晒着太阳。
但找了一圈，也没见到一名帮扶队
员。“全去天津卖羊肉啦！”基地工作
人员说。

1 月 16 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天
津梅江会展中心里人头攒动，一年一
度的年货展销会正在进行。

“我们的羊吃的是塞罕坝的天然青
草，喝的是纯净的滦河水。肉质紧
密、纤维细嫩、不腥不膻。”手拿印有

“承德围场扶贫产品”字样的羊肉礼
盒，李岩卖力推介着。

“咱天津对口帮扶承德，滦河水连
着两地情。这羊不仅是生态羊，更是
扶贫羊。过年吃这肉，有意义！”听完

介绍，一位天津市民当即扫码下单。
围场羊肉首次参加天津年货展销

会，便大受欢迎，这让李岩和同事们
干劲儿更足了，“今年春节，基地2000
多只母羊要生产，老韩家的羊也要照
应，我和另外 3 位同事决定在围场过
年。”李岩笑着说，接羊羔迎新春，来
年定是丰收年！

截至目前，天津食品集团通过
“投母收羔”带动一批、“份养自繁”
扶持一批、“入股分红”助力一批、

“入企就业”转化一批、“寄养托管”
增收一批、“三方受益”打造一批、

“资产收益”兜底一批等“七个一批”
扶贫模式，已带动围场 3000余贫困户
脱贫致富。

一只“扶贫羊”津承情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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