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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县供电公司：
送“粮”
下乡的王书记
▶“俺村可来了好书记，为民办事的好书记！
”太平镇谭庙村贫困户谭
朝令紧握住谭庙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红旗的手，久久不松开。
▶2017 年 6 月，42 岁的王红旗接受国网夏邑县供电公司党委委托，
来到太平镇谭庙村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军人出身的王红旗深知
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重大，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为了尽快改变谭庙
村经济落后的面貌，他甘当运输大队长，一面为谭庙村送去精神食
粮，引导村民树立主动脱贫意识，发挥村两委战斗堡垒作用，激发脱
贫内生动力。一面完善基础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创造“物质食粮”，
推动村内产业发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石博

高考送爱心 农行在行动

勤走访、摸实底，做群众贴心人
谭庙村是夏邑县供电公司对
口帮扶村，所辖 8 个自然村 752
户 2625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273
户 741 人，是重点贫困村、软弱涣
散村。为尽快了解贫困户基本情
况，王红旗用 3 个月跑遍了 8 个
自然村，以心换心，聊家常、谈琐
事，对各家各户的情况如数家珍，
对群众反映的每件事都认真处
理。在走访贫困户时，王红旗发
现谭朝令的妻子患重度精神病，
女儿尿毒症且并发脑出血，他就
帮助联系太平镇残联帮助办理了

残疾证，申请了残疾人和护理费
双补贴,并发动单独同事为其女
儿捐款捐物，缓解家庭困境。村
民张听说常年在新疆打工，年幼
的儿子跟随身边无法正常接受教
育。王红旗利用张听说回家过年
的时机，多次到家做思想工作，为
他申请房屋危房改造，联系当地
打工单位，解决孩子上学问题。
这样的事在谭庙村还有很多很
多，小到装设有线电视，大到建
房、解决纠纷，王红旗成了谭庙村
家家户户的贴心人。

抓党建、促扶贫，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为了改变村民
“等、靠、要”的
思想，树立主动脱贫意识，更好更
有效地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在夏
邑县供电公司党委的帮助下，王
红旗在村里建立了图书角，不定
期举行趣味演讲，引导和鼓励村
民学习知识，扩大眼界，并邀请专
家 前 来 技 术 指 导 ，受 到 村 民 欢
迎。每月召集村内党员和致富带
头人进行党课学习，宣传党和国
家政策，培育良好的群众基础，凝
聚合力。由于历史原因，谭庙村
两委不健全，影响了谭庙村脱贫
工作。2018 年 10 月，在充分征

求村内党员意见和村民建议后，
王红旗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协
调，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村民
进行公开选举，建立了能为村民
真正办实事、有文化、政治觉悟高
的村两委班子。在新一届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引导帮助下，2018
年底，
村干部谭起头将原来种植传
统蔬菜的大棚，改为试种特色瓜
果，收益由原来每亩 5000 多元增
加到9000多元。尝到甜头的谭起
头致富不忘乡亲，
发挥党员干部的
模范带头作用，带动该村 18 户农
户种植80余亩特色瓜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刘志君 娄浩然
“十年寒窗龙门跃,
只待今朝问鼎时”。6 月
7 日~8 日，一年一度情
系万家的高考如期拉开
帷幕，广大考生信心满
满地走进考场，书写人
生中重要的一段篇章。
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
个“绿色、畅通”的考试
环境，农行商丘分行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如
既往地开展了助力高考
志愿服务活动。
高 考 期 间 ，农 行 商
丘分行辖属支行抽调先
进党员、模范员工等成
立爱心送考服务车队，
点对点、一对一接送有
需要的考生。同时，在
商丘中学、宁陵县一高、
应天高中等考点门前设
立爱心补给点，为考生
和家长们免费提供矿泉

水等防暑降温用品，为
考生加油，
为高考助力。
爱 心 无 止 境 ，公 益
无终点。近年来，农行
商丘分行在自身不断蓬
勃发展的同时，始终以
赤诚之心承担社会责
任，积极做公益事业的
践行者，为地方脱贫攻
坚、区域经济发展等奉
献了来自农行的金融力
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商丘师范学院端午有
“艾情”

完善基础建设，助推产业扶贫
2017 年的谭庙，全村 80%道
路未硬化，缺乏村室、卫生室等基
础公共设施，发展严重滞后。针
对村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王红旗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建议，主动出
击，积极争取，为谭庙村争取帮扶
项 目 12 项 ，总 投 资 达 677.5 万
元。新修道路 5.55 公里、新建文
化广场、村室和卫生室、安装太阳
能路灯 110 盏、全面完成人畜饮
水工程和公共厕所工程改造。谭
庙村的电网也得到了进一步升
级。2018 年谭庙村整体面貌焕
然一新。
产业扶贫是确保贫困户脱贫
的重要途径，在夏邑县供电公司
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王红旗以
村现有的产业为支柱，围绕特色
种植、特色养殖、民营企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找准帮扶
村的立足点和切入点，提出了科
学发展的合理化建议，推动谭庙
村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成 效 斐
然。谭庙村现已引进民营企业 5
个，年生产总额 1500 余万元，吸
纳贫困户就业 62 人；特殊种植

320 亩，吸纳剩余劳动力 150 多
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2 个，吸纳贫
困户就业 15 人；村集体资产 400
千瓦光伏电站 2018 年 3 月建成
并网发电、扶贫车间 2018 年初投
入使用，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收
入。这些都为全村巩固脱贫成效
夯实了基础。
2019 年 3 月中旬，精神和物
质水平得到提升的谭庙村整体脱
贫。王红旗也获得商丘市五一劳
动奖章。但他依旧奔波在田间地
头、群众家中，为了让谭庙村更好
而努力。担任第一书记两年来，
王红旗头发变白了、脸晒黑了，有
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辛劳，他总是
笑笑说：
“ 我也是农民出身，和他
们一样，既然来了，就要和群众打
成一片，把贫困户当家人对待，让
他们生活好一些，我头发白了，脸
黑了，但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情
系村民，
为民解愁，
让党放心，
是王
红旗奋斗目标和永远追求。在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
创造幸福生活的
进程中，
他时刻体现出一名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和真正本色。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李梦园
端午节校园内外，
“五月艾情”
端午赠艾祈福
瑞；
“端午粽香飘，
爱心伴
成长”为受助生送祥和；
“艺绘端午，
盛情商师”
书
画作品展寄寓爱国情思；
定点帮扶村里文艺演出正
纷呈，
五保户家里
“粽情”
四溢，
“浓情端午节，
扶贫
暖人心”。端午节期间，
商
丘师范学院组织丰富多样
的节日形式，
在校内外营
造了美好的节日气氛。家
乡远在内蒙古的 2018 级

留校过节学生成浩运感
叹，
今年的端午节，
终于不
是别人家的学校了。
6 月 7 日，该校学生
社团大学生通讯社在梁
园校区举办了
“五月艾情”
端午赠艾活动，
送出艾草
300余束。该社负责人梅
瑞祥同学说：
“我们一大早
就到郊区割艾草，
同学们
边割边用红线将艾草系
做一束，
虽然烈日炎炎，
但
一想能让留校过节的师
生感受到端午浓浓的节
日气息我们就十分高兴。
”
据了解，
该校团委在
梁园校区举办
“
‘端午粽香

飘，
爱心伴成长’
欢度端午
佳节暨 2019 上半年‘一
元钱’爱心基金帮扶活
动”
。据介绍，
“一元钱”
爱
心基金的帮扶活动已开
展十余年，
旨在将微小的
善举转化为受助学子成长
路上前行的力量。学校美
术学院举办了
“艺绘端午，
盛情商师”
主题书画展。
该校党委宣传部长李
辉说：
“端午节举办的一系
列活动旨在弘扬传统文
化，
在加深学生对传统文
化认识的同时，
引导加强
他们的文化自信，
真正做
到让传统文化进校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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