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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季节，硕果满枝。10月 18日，记者
驱车行驶在河南省宛城区乡村公路上，湛蓝
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空气格外清新，金色
阳光下，平畴沃野，机声轰鸣，秋播秋种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而过去常见的丢弃在田
间地头的玉米秸秆不见了，秸秆去哪儿了？

“今年我们变强制为服务，变禁烧为补
贴，逐步探索出以秸秆机械化还田为主的
综合利用路子，实现了一举求多效，不仅解
决秸秆焚烧难题，而且减少了污染，助农增
收。”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告诉记者，“今年
全区玉米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85%，加上秸
秆回收率 7%，秸秆青贮率 3%，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 95%以上。”

变强制为服务，变禁烧为补贴

“过去由于资金扶持不到位，秸秆还田
覆盖面积小，群众积极性不高等因素，每年
秸秆禁烧工作都是基层政府的头疼事。”10
月 19 日，宛城区农机局局长王国光谈起过
去一肚子苦水。

为了深入推进秸秆还田，宛城区加大资
金投入和农机补贴力度，带动群众购置农机
和参与秸秆还田的积极性。区乡财政共拨
付资金 6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对新购置秸
秆还田机的农户每台补助 2000元，500万元
对承担秋季秸秆还田作业的农户每亩补助
10元，群众参与秸秆还田的热情逐渐高涨。

10 月 18 日，在宛城区顺达专业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邢勇征指着新购置的 3 台秸
秆还田机说：“每台补助 2000 元，加上我流
转种的 1000 亩玉米，每亩补贴 10 元，今年
秋天仅补助就 1.6 万元。”

“年年禁烧忙断肠，秸秆还田好药方。
综合利用显神威，加快推广意气扬。”宛城
区红泥湾乡机关干部胡述显编的顺口溜表

述了该乡秸秆还田给禁烧工作带来的根本
性改观。

吃干榨净，变废为宝

10 月 18 日，宛城区汉冢乡三八村玉米
田里，10 台机械正在粉碎秸秆进行还田作

业。村民胡春明手捧着粉碎后的秸秆笑着
说：“秸秆还田省时省力，还增加土地肥力，
每亩能够节约购买化肥成本 100 多元，今
年我的 10 亩玉米地全部实现秸秆还田。”

宛城区农业局高级农艺师温增弟说：
“实践证明，秸秆还田后，把粉碎的秸秆洒
在地上，喷洒上微生物腐熟剂或者尿素，整
地时翻盖，就是天然有机肥料。”

据统计，2014 年宛城区成功实施了 3
万亩秋季秸秆还田示范推广补助项目，还
田一亩鲜玉米秸秆，相当于增施 18.75 公斤
碳铵、10 公斤过磷酸钙、7.65 公斤硫酸钾。

宛城区茶庵乡袁黄庄村农民袁清波高
兴地说，“去年我实施秸秆还田的 8 亩玉米
地，与没实施还田的地块相比，能使下茬作
物平均增产 10%至 20%。”

“全镇依托盛源、如泰等 7 家肉牛养殖
场，建成标准化秸秆收购站 8 个，综合收储
能力 12800吨以上，按亩产秸秆 1.2吨，吨价
50 元计算，每亩让农户实现增收 60 元”，宛
城区红泥湾镇主抓农业的副书记赵志昊算
了一笔账，“加上秸秆青储，今秋秸秆饲料化
青储能力近 7000 吨，等于节约粮食 1600
吨，为畜牧业持续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增喜介绍：“宛城
区有耕地面积 68 万亩，其中秋季玉米 50 万
亩，绝大部分用于秸秆还田增加肥力，加上
部分秸秆回收青储用于制作饲料、工业原
料和食用菌基料，60 万吨玉米秸秆基本上
全部实现综合利用。”

深受喜爱
21所学校普及校园足球

“我这边有空档快把球传过来，球进
了，耶！”10 月 16 日，南阳市 22 中的足球课
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说起足球，南阳市 22 中无疑是近几年
南阳市各学校中杀出的一匹黑马，而这得
益于学校每周必不可少的足球课程。“足
球深受学生的喜爱，在保证学生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育活动的同时，把足球作为体育
课的必修内容，每周用一节体育课进行足
球教学，而且还不定期进行友谊赛，引领足
球运动普及校园。”足球教练岳强说。

该校校长张春旗告诉记者，学校计划
明年在绝大多数班级普及班级足球队,争
创南阳市足球特色示范校。两年后，所有
班级都要有足球队，学生足球技能得到极
大提高，并争创省级足球特色先进校。

岳强说，学校目前的教练，只有少数
几个是足球专业毕业的体育老师，要想更

好地发展校园足球，恐怕需要更多专业足
球教练充实到体育老师队伍中来。

而在南阳市第十五小学，上演的足球
比赛同样热烈。该校体育组组长王培召
介绍：“对抗赛每周五晚上都会在赛场上
打响，周一到周四进行传球接力、抢圈、运
球、传球和射门这些日常训练内容，训练
是面向全校 6 岁以上的孩子，以年龄段进
行分层训练。学校教练团队会制订详细
的训练方案。中午有 20 分钟的课间足球
操，晚上有一小时的训练时间。”

“学校将来会再建一个足球场地，足
球教练再增加，因为孩子们的热情非常
高，人数太多，我们想方设法满足每一个
对足球感兴趣的孩子。”南阳市第十五小
学办公室乾主任说，眼下他正筹备“河南
省校园足球文化大篷车活动”，忙碌却也
十分快乐。

南阳市十三中的足球发展已有好几
年。据了解，该校每周有一节足球课，每
天下午第四节课有足球队固定的训练时
间。根据年级不同来制定不同的训练计

划，比如：七年级会做一些足球小游戏，以
及足球基本技巧像颠球、绕杆跑和小范围
距离往返跑的练习等；八年级进行攻守训
练，2~3 人的战术练习和教学比赛等；九年
级全场跑动训练和培养团队战术思想。

该校校长程露萍说：“学校还准备推广
一种‘偷’来的课间操叫做腰带足球，就是
用弹簧把足球绑在身上然后孩子们就省去
了捡足球的时间，既好玩又能帮助刚入门
的孩子们。目前学校建成有班队、校队，会
不定期进行足球对抗赛和友谊邀请赛。”

据悉，今年 9 月，教育部公布 2015 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全国
8627所中小学校被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南阳有 21所学校榜上有名。

足球训练
增强了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

足球进校园，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
新鲜事物。一些学生家长有一定的顾虑，
他们问，足球训练会不会影响到学习？足
球特长在学校会不会有发展空间？

“学习和锻炼同等重要。”南阳市十三
中北校区一位学生家长则有自己的见解，
她说：“俺家的孩子参加足球训练运动已
经有好几年了，性格更加阳光，人生态度
也更加积极，学习效率反而更高了，成绩
提高得也快，孩子也更加自信了。”

南阳市油田第三小学陈泽源的妈妈
说，国民的健康体魄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
象征，“小学、初中阶段主要是孩子性格的
养成，足球运动在身体得到锻炼的同时，
增强了孩子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这对
孩子以后的成长有很深远的意义。”

“学校对足球课程的安排并不会与正
常的学习有冲突，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
趣决定是否以足球为发展方向。”南阳市
体卫艺科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选择以足球为发展方向的学

生，将有机会对口直升，有畅通的发展渠道。
从小学开始衔接到中学一直到大学

的联赛体制是整个青训体系建设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青训体系的建成是校园足球
发展的必由之路。南阳市教育局局长张
清范说，在未来 3 年内，南阳市中小学要全
面普及足球运动。南阳市下一步要推动
成立大中小学校园足球队，完善大学、高
中、初中、小学四级足球竞赛体系，促进青
少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

兴趣为主
从小种下“足球梦”

“夏令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四门
足球和网式足球，特别好玩，今后我会把
足球作为爱好一直发展下去。”今年暑假，
南阳市十三中北校区的孙少科参加了河
南省“首届校园足球夏令营”，如今，谈到
足球运动，仍然兴奋不已。

“我国的专业足球，都是在专业体制
培养足球人才，就是枯燥的机械化训练，
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兴趣。”南阳市十三中
北校区的李兴勇教练说，校园足球主要以
学生兴趣为主，足球的出现让孩子们多了
一个备选项，主要是促进孩子们身心的全
面发展，让快乐足球贯穿始终。

“中国十几亿人出不来一个足球明
星。据我看到的资料，中国足球注册人口
8000 人、青少年只有 7000 人、女子足球只
有 400 人 ，而 德 国 足 球 注 册 人 口 为 650
万。”南阳市 21 中学生王倩倩的爸爸本身
就是铁杆足球迷，他说，踢球促进了孩子
的全面发展，想让孩子一直踢下去，即使
孩子将来成不了足球明星，但拥有一个好
的运动习惯，也将受益终身。

在孙少科的心里有一个足球梦，他站在
绿意盎然的球场上，望着远方说，少年强则
中国强，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足
球梦，那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就不是梦了。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袁永强 韩永旭）弘扬真善
美，传播真能量。 10 月 12 日，在
宛 城 区 道 德 模 范 评 选 表 彰 大 会
上，30 人荣获“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165 人荣获“文明市民”荣誉称
号。

据了解，宛城区从今年 6 月份
起组织开展了“宛城好人”道德模
范 评 选 活 动 ，设 立“ 助 人 为 乐 模

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
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
亲模范”5 个奖项，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市民踊跃参与并积极推荐。历
时 4 个多月的群众推荐、组织审
核、综合评定等程序，勇于与歹徒
搏斗、捍卫群众财产的反扒大队成
员王传志等 30 人荣获“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165 人荣获“文明市民”
荣誉称号。

宛城区表彰“文明市民”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吴曼
迪 通讯员刘南）10 月 10 日，记者
获悉，新野县检察院荣获“河南省
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与此同时，该院政治处申报的
集体二等功也顺利通过河南省检
察院的验收。

近年来，该院依托人才优培计
划、新进人员辅导员制度、业务工作
月讲评制度等多项机制，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不仅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干

警有效解决了干警“断层”的难题，并
涌现出以康旭和时金阳为代表的新
野英模群体，他们曾分别荣获“全国
模范检察官”、“中原卫士”的殊荣。

随着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该院的业务能力也得到有
效提升，相继立案查处涉及民生、
贪腐、环境整治等多起案件，为国
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万元，为
县域环境可持续发展构建有力的
司法屏障。

新野检察院获“河南省人民
满意公务员示范单位”称号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潘小曼 袁永强）“贪污的
钱你怎么花？哪有下辈子？！”在廉
政微电影《白发亲娘》中，“白发母
亲”隔着铁窗探视曾任交通厅长的

“儿 子 ”，痛 心 地 问 着 自 己 的“儿
子”，令现场观众潸然泪下。

10 月 9 日，南阳市检察系统
“送法进机关”宛城报告会在宛城
剧院进行，宛城区直单位班子成
员、各乡镇办班子成员 700 多人参
加了这次报告会。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这响亮的话语在
整个宛城剧院里回荡，这是来自反
渎一线的检察干警做的《知法守
法，忠诚履职，走好人生之路》的报

告，报告用震惊全国的“瘦身钢筋”
事件引出的原南阳市建设工程质
监站工作人员马某等、方城县农业
局原副局长刘某滥用职权案的案
例作为反面典型警示大家廉洁从
政。“侥幸心里存不得、权力滥用做
不得，为官不为要不得，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势在必行。”掷地
有声的话语如警钟一般敲在在场
每一个人的心上。

“以前大家都来跟我做朋友，
现在才明白，他们不是跟我做朋
友，是跟我的这个权力做朋友。”
曾任南阳市地税局直属分局局长
的周某在视频短片里现身说法，
他的话让在场的每一名公职人员
警醒。

“送法进机关”让警钟长响耳畔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李铮
通讯员杜福建 陈康）10 月 19 日，
走访桐柏，在该县吴城镇桃花河
养鸭专业合作社，高大繁茂的杨
树林下，成群结队的散养鸭或觅
食啄虫，或追逐嬉闹。

“经过多年的摸索，我们总结
出一套‘水中养鱼、水面养鸭、岸
上种树、树林圈鸭’的立体养殖模
式，这种生态立体养鸭法以鸭粪
肥树、养鱼，鸭食林下虫、草，可使
鸭蛋产量提高 20%，树木提前 3 年
成 材 ，每 亩 水 面 年 增 收 2000 余
元。”社长徐庆武告诉记者。在桐
柏，像徐庆武这样，发展林下经济
的农户已达 4500 多家，林下经济
年产值达 3.1 亿元以上。

近年来，桐柏县立足自身区

位优势，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
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调整林业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和
新增长点，县政府每年拿出近千
万元专项资金，对发展林下经济
的农户进行扶持补助，为广大农
户提供种苗、技术、销售等产前、
产中、产后的服务，让农民实实在
在得到“生态红利”，做到不砍树
也能致富。

目前，该县已发展林下种药、
林下种菌、林下养畜、林下养蜂、
森林人家等特色项目近 30 万亩，
初步形成了“东栗、西果、中部茶”
的区域经济布局，呈现出以板栗、
茶叶、中药材三大支柱产业为依
托，产、加、销一条龙，贸、工、林一
体化的经济林产业格局。

桐柏林下经济带来“生态红利”

10 月 21 日,南阳市第一实验幼儿园举办了中班运动会，孩子们表
演了花朵操、彩环操、球棒操等，进行了“小兔拔萝卜”、“蚂蚁运粮
食”等有趣的游戏项目的比赛，培养了团队意识、规则意识、竞争意识
及勇敢、向上、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

本报通讯员 贺晓红 田一笑 摄

宛城区做好秸秆还田文章

“服务钥匙”打开秸秆焚烧之“锁”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校园足球踢开“春天的大门”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程 燚 乾国强

◀核心提示▶2015年 2月 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首批 6000所左右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个左右的试点县(区)公布，南阳共有 21所学校名列其中。校园
足球作为一项激烈而富有魅力的运动，将帮助孩子们“踢”开春天的大门。记者近日走进南阳一些足球运
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学校，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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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第十五小学师生正在进行足球训练 摄影 乾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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