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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龙飞）“起飞！”5月 2日上午，在安
阳县白璧镇晋小屯村高标准粮田，随
着工作人员一声口令，飞手们拇指轻
推遥控器操纵杆，30 多架航空植保
无人机旋翼转动、依次升空，精准地
悬空在小麦上方约 1.5 米处，两侧喷
药管打开，无人机一路飞行，药液均
匀地喷洒在小麦叶片上。由此，130
支飞防队、1000架航空植保无人机，
拉开了安阳 200 万亩小麦统防统治
的帷幕。

在现场观摩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
协会会长陈生斗兴奋地说：“此次千人
千机小麦航空植保统防统治，规模在
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是没有过的。”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目前，
小麦正处于灌浆期，以条锈病、赤霉病
为代表的小麦病虫害形势严峻。对于
全国小麦主产区的安阳来说，近期多
阴雨天气，田间湿度大，防控任务异常
艰巨。

“无人机喷药真是高效又省心。”
晋小屯村村民曹学堂喜悦地告诉记
者，“以前自己打药，要背几十斤重的
药液箱，一天最多能喷6亩地。现在飞

机一个小时就能喷洒60亩。”旁边的一
位农业专家粗略计算，以传统打药方
式，200 万亩小麦喷洒一遍，如果是
1000人同时作业需要300多天才能完
成，而飞手用无人机每人每天可喷洒
450亩，同样的作业量和人手不到一周
就可完成。

“现在是小麦收获前的关键时期，
此次施药可以防病虫、防干热风、防倒
伏。”农业专家介绍，植保无人机作业
还可减少浪费、节省 30%左右的用药
量，同时也解决了大型植保机械进地
难问题。

在场的省农业厅副厅长邹庆鹏介

绍，2013年以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将农
用无人机纳入农机具补贴范围，推动
了全省航空植保产业的发展，当下全
省各类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无人机1600
余架，日作业能力 50余万亩，初具规
模。

“ 政 府 买 单 ，农 民 一 分 钱 不 用
掏。”安阳市植保站站长王刚说，安
阳市、县两级政府筹措资金 2000 多
万元，加上国家有“一喷三防”专项
资金，由政府招标购买社会化服务，
此次施药实现了对全市各县区集中
连片平原地块麦田的全覆盖，占到
全市小麦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这种
全国首创的整建制飞防，可为今后
航空植保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如此大规模的植保无人机作业，
大量飞手从哪里来？据介绍，此前安
阳全丰航空开展“自由鹰百万飞手免
费培训计划”，短短半年时间万余名合
格飞手脱颖而出。

“现代农业离不开现代植保，现代
植保离不开现代化施药机械。”安阳市
副市长刘建发表示，该市还将进一步
加大对航空植保工作的支持力度，保
证粮食安全、丰收。②9

新华社西安5月2日电 纪实文
学《梁家河》一书首发仪式2日在陕西
西安举行。该书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纪实文学《梁家河》全书10余万
字，40幅图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
一部分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回
梁家河的生动场景及40多年来对梁
家河乡亲们的绵绵深情和关心牵挂；
第二部分讲述了他带领村民打坝造
田、修沼气池、建铁业社等发展生产
的为民情怀以及刻苦学习、不忘修身

的励志故事，让读者深刻认识到青年
习近平是如何在逆境中成长，在窑洞
里读书求知、汲取精神力量，在实干
中逐步树立“要为人民做实事”的坚
定理想信念；第三部分讲述了当年与
习近平交往中的小伙伴们获得了哪
些人生大学问，进而提升了他们的人
生境界，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第
四部分通过梁家河 40多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亲们的幸福生
活，为读者展现了梁家河村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
存涛）5月 2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河南省食品生产企业“透明
车 间 ”建 设 方 案》（以 下 简 称《方
案》）。根据《方案》，到今年年底，全
省大型骨干食品生产企业建设“透明
车间”要达到80%以上，努力实现“企
业生产透明化、过程记录信息化、社
会监督多样化”，以促进规范生产、放
心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

实施食品生产企业“透明车间”
建设，即鼓励引导食品生产企业以可
视化、信息化为手段，充分利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将企
业食品原辅料购进查验、生产加工过
程、质量安全控制、产品销售及溯源

等信息全程、实时记录，并通过多种
方式向社会公开，达到强化企业自
律，促进主体责任落实，提升公众食
品安全信心，助推产业发展的目的。
其中，生产行为透明化和终端查询便
捷化是建设的主要内容。

按照《方案》要求，在生产行为透
明化方面，我省食品生产企业应设立
公众开放日、进行视频集成展示、实
施“互联网+透明车间”建设。在终端
查询便捷化方面，我省食品生产企业
应通过推广使用二维码技术，实现食
品生产企业投放到市场的产品一物
一码，消费者通过手机终端扫描二维
码，了解企业和相关产品、食品安全
在线控制、产品溯源等信息。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2日，
记者从省民协获悉，我省第六批“河
南老字号”、第五批“中原贡品”保护
目录评选结果出炉，新增了开封市马
氏杏仁茶等57家“河南老字号”、信
阳市潢川贡面等 7 家“中原贡品”。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河南老字号”
281家、“中原贡品”87家。

省民协主席程健君说，“老字
号”“贡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组成部分，是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特有的文化遗

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商
业价值，在助推文化旅游产业构建，
推动地域特色品牌的发展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

2007 年以来，河南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把“河南老字号”“中原贡品”
的调查、申报与认定列入河南省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老字号”“贡品”的抢救
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已逐渐形
成河南传统文化特色和地域品牌效
应。③4

纪实文学《梁家河》在陕首发

我省新增57家“河南老字号”

全省超八成骨干食品企业
年底前建成“透明车间”

政府招标买服务 农民不花一分钱

安阳千架无人机施药200万亩小麦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
报道

“五一”期间，一条老
铁路火了。信阳市鸡公山
管理区充分开发利用旅游
资源，对废弃的平汉铁路鸡
公山段进行了修复，使其成
为游客游览的景点。老式
的火车与内饰，是对历史
文化的展示，让人们在追
忆旧时光的同时，感受浓
浓的文艺气息。⑨6

平汉铁路老火车

前来游玩的乘客到站了 疾驰中的幸福感觉

老铁路的重生

图为千人千机小麦航空植保统防统治启动仪式现场。⑨3 肖敬光 摄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5月 2日早饭刚过不久，武陟县龙
源镇东仲许村的多美多便利店里便聚
集了不少前来购物的村民。“这是今天
早上刚到的猪肉，新鲜着呢!”“这是昨
晚您下的订单，2箱酸奶。”店员忙着招
呼顾客。

当阿里、京东纷纷布局城市社区

便利店，以新零售重塑都市生活方式
时，在武陟县乡村，一股便民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农村新零售风潮悄然兴
起，改变着村民的购物方式。

“我们主要以高频生鲜配送为主
导，三公里配送，一日两达，让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购物的便利。”多美
多便利店创始人张俊巧概括道，“我们
是农村版的‘盒马鲜生’，更接地气，更
符合农村人的消费习惯。”眼下，在武
陟县，像东仲许村这样的便利店有60
多家，分布在东部的嘉应观乡、圪垱店
乡、乔庙乡的村庄里。

张俊巧曾在生意巅峰时，在武陟
县城开设三家大型超市。但是，在网
购的冲击下，张俊巧的生意急剧下滑，
甚至入不敷出。

目睹农村购物存在的滞后现象
后，张俊巧脑海中萌生了新的想法：

“网购即便方便，很多商品也只能到达
乡镇，日常的生鲜用品更不能满足村
民的即时需求。能不能通过每天配送
的方式，让乡亲们吃上新鲜的食品？”

瞅准机会，说干就干。2016年年
初，“多美多村村通项目”正式运行。
以多美多便利店为载体，每个2000人
的社群建立一个便民网点，并打造分
拣、仓储、物流配送平台，构建一个从
县到镇再到村的三级物流网络，实行
三公里配送、急速送达。

“武陟县的村庄少则两千人，多则
上万人，线下消费市场庞大，客户高密
度覆盖，把配送范围精准地聚焦在三
公里之内，降低了配送成本，提升了配
送效率。”张俊巧说。

“我要一箱伊利纯奶”“我要两斤芒
果”……每天，村民通过微信群、电话等
方式向网点负责人预购第二天要买的
商品，网点整合后发给总店负责人，负
责人根据所报商品安排采货配送。

每天早上，在多美多仓储中心都
能看到这样的场景：8点，20多辆配送
车按照既定路线出发，9点基本到达各
个门店。一日两达，上午配送生鲜食
品，下午配送日常用品等。

3家、34家、43家……多美多便利

店在武陟农村如雨后春笋，带动了400
多人就业创业。

龙泉街道办荆辛庄村的李俊领就
是其中的受益者。多美多便利店的每
个网点只需缴纳2000元加盟费、5000
元设备资金、5000 元保证金即可创
业。“利用自家房子，投资1.2万元就能
做生意，每个月至少能挣到 2000 多
元，还能照顾孩子。”正在整理货架的
李俊领掩饰不住喜悦。

经过两年多的“试错”后，张俊巧
的梦想振翅欲飞——从武陟县东部区
域向全县覆盖，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
创业项目。4月 28日，她第一次公开
招募全县区合伙人，一下子吸引了50
多名意向伙伴，其中不乏一些贫困户。

“对于贫困户，我们承诺各种费用
减免，而且手把手地教他们，保证他们
每个月都有收入。”张俊巧说。

“今年我计划开 100家便利店。”
张俊巧展望，让村民们手指轻轻一点，
就能购到物美价廉的产品，破解农村
生鲜消费“最后一公里”的难题。③7

张俊巧的“新零售”梦

“今年我计划开 100家便利

店。”张俊巧展望，让村民们手指

轻轻一点，就能购到物美价廉的

产品，破解农村生鲜消费“最后一

公里”的难题。

走进江西省宜丰县芳溪镇的下
屋村，村里一如往日的宁静，曲径通
幽处，一位烈士的故居默默地伫立在
那儿。耳边传来沙沙作响的竹林声，
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位烈士的历
历往事。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
军校的重要负责人熊雄。

熊雄，1892 年出生，江西宜丰
人。儿时，他在家乡下屋村接受传统
文化教育，培育了“身心一体、家国同
构”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1907年
他考入新设的瑞州府中学堂，继而又
考入南京优级师范学堂。

早年，熊雄参加辛亥革命，加入
中华革命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
学。1922年3月转赴德国学习，同年
6月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
中共党员。

1923 年 3 月，熊雄到苏联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
学习，并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
政治工作。1925 年 9 月回国，被分
配到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大队副队
长。同年 10 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
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指挥部政治
部秘书长，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工作。

1926 年，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
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同时
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
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
一。中共广东区委根据熊雄的建议，
决定成立党在黄埔军校的领导核心
——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由恽代英、
熊雄、聂荣臻、陈赓等人组成，熊雄被
推举为党团书记。

在黄埔军校期间，熊雄制订、建
立健全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并亲
自讲授《军校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
聘请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共产
党人为政治教官，还邀请毛泽东、周
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到军校作政治讲
演。同时创办《黄埔日刊》、“血花剧
社”，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熊雄有深
厚的政治理论基础，提出了“军事与

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
片”“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革命生
死观”等政治理论，深得领导、同事的
赞赏敬佩和学员的爱戴，被称为理论
家“熊婆婆”。

在教学中，熊雄采取生动活泼的
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在黄埔
军校期间，他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
工作，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作
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
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
献。

1927 年 4月 15日，熊雄在广州
反革命政变中被捕。5月中旬，被秘
密杀害，年仅35岁。

“熊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
战斗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宜丰
县史志办主任易小良说，熊雄是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
较早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
领导人。

走入熊雄烈士的故居，偌大的屋
内还保留着熊雄在这长大、成家的印
记，保留完整的书桌、木床、衣柜、马
灯等，都见证了他如何从一个年幼孩
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队政治工作
领导人。

在故居正厅，摆放着一本留言
簿，厚重的几十页纸张记录了各位参
观者的缅怀之情。在最后的几页，芳
溪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熊傲月写
下这样的一段话——“熊雄，您是我
们熊氏的骄傲，也是祖国的骄傲。您
的伟大事业是我们一生也抹不掉的
记忆，谢谢您。”

近几年，宜丰县开展研究学习熊
雄烈士革命精神活动，已加入宜丰县
熊雄研究会的熊雄烈士的侄孙熊七
光说：“从小到大，家里的长辈们都会
跟我们说起熊雄的故事，但对他的精
神我们还没有领悟透彻。我虽然是
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一般，可我想去
更加深入地研究他，让更多人了解他
的一生。”

（新华社南昌5月2日电）

熊雄：中共在黄埔军校重要负责人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