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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不起100元的学费，高
一就辍学种地

李红豪是洛阳市洛龙区
丰李镇青阳屯人，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车间里忙碌着。“我家
世代为农，家里有几亩稻
田。我从小就跟着父母插秧
种地，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
小学，小时候学习好，年年当
班长，后来上到高一了，家里
出了变故，十分贫穷，虽然学
费只有 100元左右，还是交
不起，就辍学在家。”回忆少
年时候，李红豪的声音有些低
沉，“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班
的同学还为我捐款，说是大家
伙替我交学费，但是一想到家
里情况那么糟糕，家里那么多
人等着吃饭，也就没有心思
再上学了”。

李红豪辍学以后，先是
在家种地，后来卖过沙子，在
奶牛场打工，当修理工，还当
过会计，无奈都是无疾而终，
用李红豪的话说：“总感觉这
些行业都不是自己心里特别
感兴趣的。”

2000年，经人介绍，李红
豪和现在的爱人丁菜霞认识
并结了婚。“结婚以后，家里
还是穷得叮当响，只有两间
小土坯房，俺公公又得了重
病，家里穷得很。”丁菜霞
说。“最难忘的是，那时候只
要一下雨，家里到处都漏雨，
桌子上、床上放好几个盆子
接雨水。”李红豪在旁边补充
说。后来，李红豪贷款买了
一辆货车，跑了3年运输，家
里的经济条件才有所好转。
这时候，李红豪想制作农机的
想法又开始慢慢“生根发芽”。

历经十年，他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梦想

2005年，经人介绍，李红
豪到日本务工，在一家赛车零
件铸造公司当工人。“在日本
的时候，我们宿舍前面全是稻
田，种地的大多是年纪很大的

老人，尤其是有一对60多岁
的夫妇，腰弯得厉害，两个人
却种了两亩稻田，用的是一款
很小巧轻便的插秧机，一人坐
在插秧机上，一人推着，看起
来很轻松就把水稻插完了，感
觉很不可思议。”李红豪说，

“当时我触动很大，心想着：如
果在老家也有这样方便的小
型农机，种地就不会那么累
了。”

回到家乡后，为了生计，
李红豪还做过批发鞋子的生
意。直到有一天，在朋友的
介绍下，李红豪结识了一个
机器零件加工厂的负责人，
逐渐踏入了机器零件加工的
行业。虽然制造微型农机的
想法越来越清晰，但李红豪
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术，三
没有资金，他的这个想法只
能是一个空想。

怎么降低发动机转速？
怎样使得培土刀片弯到合适
的角度？不少专业问题困扰
着李红豪。“那时候，我到处
找人请教，不懂就向老前辈
们问。”他说，“不会用电脑画
图，我就先把图片画在纸上，
然后再找技术师来画图。一
开始人家根本看不懂我画的
图，我就给人家打电话反复
沟通，经过几十次沟通，后来
技术师一看到我画的图就知
道我的想法了。”有一些零件
自己制作不出来，还需要购
买。经常花钱买了一堆零
件，都被一点点用来做试验，
一次不行就两次，十几次，几
百次，不知道损坏了多少零
件。吃饭的时候，李红豪端
着饭碗蹲在地头，反复研究
眼前的农机。“他凌晨两三点
不睡觉是常事，有时候整夜
整夜不睡，反复改图纸。”李
红豪的爱人丁菜霞说。

2018年 5月，李红豪自
己制造的第一台微型农机
——微型田园管理机终于“诞
生”了！那一天，他激动得一
夜没睡觉，迫不及待想把机器
搬到田地里“实战”。

心愿：带着微型农机上世
界博览会

锄草机、旋耕机、覆膜机，
李红豪制造的微型田园管理
机种类越来越多。这些微型
田园管理机轻便小巧，一个成
年人就可以轻松搬走，十分适
合老年人、地块较小、丘陵和
山地耕种时使用；并且，这些
微型田园管理机的造价仅为
普通大型农机价格的十分之
一。“一般农民都能接受，附近
的乡亲们不断有人来买。”李
红豪说。

尽管产品已通过审批，但
是，他的工厂并没有像其他机
械制造厂一样进行大规模销
售，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带
着微型农机上世界博览会。

原来，去年9月，在世界农
机博览会上，李红豪借着朋友
公司的展位，展出了一台自己
制造的微型田园管理机概念
机，在朋友公司大型农机的展品
面前，自己的微型田园管理机显
得十分不起眼。但是，出乎意料
的是，很多经销商和采购商却围
着李红豪的概念机，表现出极大
的兴趣，甚至有人要当场出钱买
下那台概念机。李红豪拒绝了，
他说：“那不符合规定，咱们农民
做事得实诚。”但是这件事情使
得李红豪制造微型田园管理机
的信心大增。

所以，从今年年初开始，
李红豪就对新机器进行反复
测试。“看见没有？门前那块
地，不知道被我们试验了多少
遍了？尤其是在做机器耐力
测试的时候，把那几亩地翻了
无数遍。”李红豪指着厂门前
的一大片田地对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说。

目前，李红豪的厂子里有
20多个工人，加班加点制造
微型农机，为今年10月即将
在青岛举行的世界农机博览
会做准备。“做机器就是做人，
一定要实在、精细，确实能够
方便老百姓使用，并且价格一
定要低，让老百姓买得起，这
就是我的初衷。”李红豪说。

本报讯 慈善无界，大爱
无疆。为积极响应濮阳市慈
善总会号召，用实际行动助
力慈善事业发展，近日，濮阳
市消防救援支队全体指战员
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

近年来，濮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高度重视慈善捐赠工
作，广泛动员全体指战员积
极参与、配合各类公益募捐
活动，营造“人人关心慈善、
人人支持慈善、人人参与慈

善”的良好氛围，为濮阳的慈
善事业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
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年3月份，濮阳市消
防救援支队再次被濮阳市慈
善总会表彰为“慈善捐赠”优
秀单位，这是该救援支队连
续11年获此殊荣。今后，濮
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将继续动
员指战员们参与慈善活动，
助力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
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本报讯 记者今日从郑
州市城管局了解到，根据市
政府《关于规范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试
行）》（郑政文〔2018〕137号）
要求，市城管局于3月26日
至31日组织对市区投放的
哈啰、摩拜、青桔、ofo单车
第一季度运维管理情况进行
了全面考核，ofo单车得分
居末位，根据《关于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试行）》规定，决定削减ofo
单车5000辆市场配额。要
求于四月底前将5000辆单
车清出郑州市场。

此次考核采取第三方公
司与各区（管委会）每月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三方
公司主要采取实地走访、随

机抽查、网络问卷调查、调阅
相关文档等方式对企业运营
机制、信息化监管、车辆管
理、用户服务、附加项等五大
项进行考核。各区（管委会）
考核由各行政区自行组织实
施，主要围绕车辆质量、车辆
停放、安全管理与备案率等
情况进行。考核采用百分
制，第三方公司考核分占比
70%，区级考核占比 30%。
经评定，一季度考核成绩由
高到低为：青桔（61.7）、摩拜
（59.5）、哈 啰（57.9）、ofo
（44.9）。根据《关于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服务质量考核办
法（试行）》规定，决定削减
ofo 单 车 5000 辆 市 场 配
额。要求于四月底前将
5000辆单车清出郑州市场。

服务质量考核垫底

5000辆ofo单车
被要求清出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丁丰林

濮阳市消防支队连续11年
被评为“慈善捐赠”单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朝 通讯员 李占会

本报讯 4月17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郑州
海关获悉，郑州海关一季度
在各类监管现场共查发濒危
物种及其制品 45 起，件数
153件。其中，查发象牙及
其制品10起，件数62件。

2月22日，郑州海关工
作人员从日本进境的邮件中
查获含象牙轴头的画轴两
件，毛重1150克。3月5日，
从日本进境的邮件中查获象
牙制项链一条，毛重43克等
等。据了解，郑州海关第一季

度部署了打击走私象牙等濒
危物种走私专项行动，共查发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45起，件
数153件。其中，查发象牙及
其制品10起，件数62件。

据了解，一季度旅检共
发现3起8件象牙及其制品，
邮递及快件发现7起54件象
牙及其制品。这次查发的象
牙制品大多是项链、手镯等，
来源集中在非洲、泰国、越
南、日本等地。除了象牙制
品，其他濒危物种及制品包
括红珊瑚制品、砗磲饰品等。

郑州海关一季度查发
153件濒危物种制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李一帆
通讯员 鲁征

从小就梦想搞发明创造 减轻农民耕作的劳苦

洛阳43岁农民终于造出微型农机
价格便宜功能多 准备亮相世界博览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文图

李红豪在操作微型锄草机

洛阳43岁农民李红豪从
小跟着父母种地，饱尝辛苦，
就产生了一个梦想：长大后要
制造出一台物美价廉、小巧轻
便的农用机器，不让种地那么
辛苦。10年前，家里的经济
条件稍好以后，李红豪开始
“捣鼓”他的微型农机，经过几
百次试验，反复改进，前后花
费数十万，终于制造出了可以
锄草、旋耕、覆膜的轻便好用
的微型农机，成本仅为普通大
型农机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
圆了自己“新型农民梦”。下
一步，他打算带着微型农机上
世界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