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2 月 22日，滑县万古镇杜庄村的
麦田里，一辆大型智能喷灌机正在为
返青小麦喷洒水肥混合液。

今冬雨雪偏少，麦田旱象已现。
以往，地头早已是农民抗旱浇水、侍弄
麦苗的繁忙场景，而记者在滑县采访
时，偶尔才能在地里看到一两个农民，
他们或唠嗑，或看手机，好不闲适。

“俺这儿流行‘线上’春管，手机上
就能种地，地里人当然少咯！”该村焕永
合作社理事长杜焕永边喝茶水边说。

杜焕永点开“快手”APP，里面有不
少他自己录制的视频作品。“最近很多
农民朋友都咨询我，现在能不能给小麦
浇水？据我的经验，受冻害严重的小麦
要抓紧浇水……”记者随机点开一个，
是他在自家地头录制的“教学”直播课。

“往年我们会集中搞一些农技培
训，但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现场不好
开展培训，我就针对农民需求，适时录
制一些线上课程，这样他们春管就不
盲目了。”杜焕永说。

如今，农技“云课堂”在滑县已经
普及。

在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种粮大户
黄国兴的微信一直“叮当”响，都是农
民咨询春管的信息。“黄老师，我这个
麦，黄尖儿咋处理？”不光有语音，还有
人干脆发几段视频。黄国兴一一给出
解决办法后说：“现在线上交流方便也
省时，不用我来回跑着去各家看。”

“抢农时、备春耕，一家老小齐上
阵、人吵车闹机轰鸣”，这曾是滑县春
耕的常态。然而近年来，随着科技手
段不断提高，网络智能广泛运用，“热
闹”渐渐淡出麦田，春耕从“线下”到

“线上”，农民从“农忙”变“农闲”。
在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白道

口镇刘营村村民刘国强正在浇麦。他
准备过完元宵节就出外打工。“俺家有
十几亩地，又包了十几亩，等我走后，

俺媳妇一个人就能干。”
“一个妇女就能种 20多亩地？”记

者问。
刘国强说，浇地有地埋水管，拧开

龙头就行，交电费通过支付宝转账，在
“农管家”约飞防手打药……“连收麦
都能线上预约，她一个人，咋不能
干？”他反问。

春管要“上线”，技术得先行。据
了解，滑县把传统农技服务与网络结
合，在我省率先推出“滑县农管家”现
代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农民不仅可以
与全县 30位农技专家一键通话联系，
还能购买播种、旋耕、打药等服务。

近年来，产粮大县滑县坚决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在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内大力
推广高科技、高水平农业机械化及新品
种、新技术和新种植模式，广泛推行科
技种田，使农业生产步入良性发展轨
道，推动全县粮食增产量、增效益、降成
本、补短板，种粮效益节节提升。

科技带来喜人的数字。滑县农业生
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3.52%，拥有机
井量3.9万眼，居全国县级第一。2020
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09.91万亩，总产
量165.2515万吨，再创历史新高。③9

滑县麦田“热闹”渐退，农民从“农忙”变“农闲”

这里流行“线上”春管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 月 20
日，记者获悉，《河南省 2021年冬小
麦春季测墒灌溉技术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要进一步加
强春季小麦水分管理，指导农民因墒
因苗因水科学灌溉。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
于肥。”省土壤肥料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我省小麦由南往北陆续进
入返青、起身、拔节期，小麦返青后
需水量增加，拔节期至扬花期为小
麦需水的高峰期，“我省大部分麦田
属井灌区或渠灌区，各地结合水源
特点，可采取管灌、滴灌、微喷灌、喷
灌等节水灌溉措施。”

《意见》指出，结合各地不同土壤
特性，当0~20cm土壤相对含水量返
青期低于 60%、拔节孕穗期低于
70%、抽穗扬花期低于 65%时应及
时适量补灌，确保小麦正常生长对水
分的需求。

按区域来划分，豫北区为小
麦高产区，春灌应立足小麦
墒情、苗情、水情，以“节”

为主，着力减少地下水抽取量。豫西
区为小麦中低产区、旱作区，春灌应
充分利用地表水、储藏水，以“节”为
主，着力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豫中
豫东区为小麦中高产区，部分地区缺
少灌溉条件，春灌应广辟水源，以

“节、减”为主，因墒因苗节水灌溉。
豫南区为小麦中低产区，春灌应充分
利用地表水，以“减”为主，因墒因苗
可适当减少灌溉次数。

需要提醒的是，我省春季气温不
稳，倒春寒时有发生，应密切关注天
气预报，遇气温急剧下降时，可在日
气温不低于3℃时适量灌水，以增加
耕层土壤热量储集，防止地温急剧下
降致使小麦遭受晚霜冻害。③8

我省发布冬小麦春季测墒灌溉技术指导意见

浇麦有了科学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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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2月 20日，长垣市委书记秦保建接
受记者专访时说，浙江安吉县在“两山”理
念的指引下，从省级贫困县成为全国绿色
百强县，走出了一条发展协调性好、城乡
融合度高、百姓幸福感强的最美县域发展
道路，需要长垣对标学习。江西横峰县坚
持“五拆五清”把秀美山村“七改三网”全
域扫一遍，工作模式值得长垣借鉴。

秦保建说，通过学习借鉴浙赣先进
经验，长垣下步乡村振兴工作主要有五方
面的打算。一是抓组织统领。借鉴横峰
党建“1+4”乡村治理模式，在持续选优配
强支部书记的基础上，探索完善“党组
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
群众组织”等路径，解决谁来引领振兴的
问题。二是抓规划引领。向两地规划先
行建设美丽乡村的发展定力看齐，进一步
完善501个城市规划区外村庄的“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解决乡村振兴的方
向问题。三是抓改革驱动。深化土地综
合利用、集体经营建设性用地入市、宅基
地、承包地“三权分置”、集体产业制度等
五项改革，改出村庄发展的资金、空间、活
力，解决乡村振兴的动力问题。四是抓示
范带动。拉高建设标准、考评标准、激励
标准，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工程，树立
标杆、由点及面，不断推动实现全域覆盖，

解决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问题。五是抓
系统推动。持续实施畅通、净化、绿化、美
化、文化五大行动，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城乡连通、全域贯通，解决乡村振兴全
员参与、全域推进的问题。

秦保建说，下一步，如何以产业兴、
集体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是更为关键的
核心问题。长垣要把县、乡、村三级的产
业发展贯通起来，把产业发展、集体经济
做强和群众利益紧密联结起来，把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统筹起来。通过
导入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链接产
业，引导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555个村
庄分类探索产业发展路径。一是物业置
产。对于54个城中村，围绕城市功能和
居民需求，开发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众创空间等集体物业。二是以镇带产。
对于30个镇区整合村，抢抓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带来的历史机
遇，打造新市镇和特色小城镇。三是文化
育产。对于32个特色保护村，通过挖掘
弘扬传统文化抓发展的思路，开展文化保
护、发展文化产业。四是旅游旺产。对于
84个水系沿岸村，通过专业策划发展精
品旅游的做法，打造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举办高端活动赛事。五是延链强产。
对于304个面上农业村，坚持“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三链同构”，依托集体经济组
织，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打造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六是工业兴产。对于51个工
业主导村，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入股企业，
做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③4

以产业兴、集体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访长垣市委书记秦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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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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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归来话打算

开新局·乡村振兴走前列“ ”

据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
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
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
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

业，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意见》明确，到 2025年，乡村人才
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
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
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
结构持续优化，各类人
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
本形成，乡村人才初步
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基本需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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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村的村民们正

装修着石头村的石头房，做起民宿让城
里人找到甜蜜的乡愁……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在
产业与就业的“双业”攻坚行动中，南阳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丰富的产业发
展模式。

牧原“3+N”扶贫模式在全国范围推
广、南召“林+N”、桐柏稻虾共养、镇平消
费扶贫……各县区多点开花，产业硕果
灿若星河。

隆冬时节，内乡县赵店乡花洼村仙
鹤纸业切纸加工车间里却是一派热闹景
象，来自花洼村的贫困户李毛泉和妻子
周密也在忙活。

“那是俺媳妇！”李毛泉言语间藏不
住高兴，“我搞运输，一个月能赚2500多
元；她做包装，工资也有1300多元。我
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可美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产业、稳
就业，脱贫致富才能根基牢固。截至
2020年年底，南阳共建成 2834个扶贫
项目、6211个带贫合作社、582个扶贫
车间，帮助59725名贫困群众端稳就业
饭碗。

如何用产业、就业稳脱贫？南阳把
精准二字贯穿脱贫全过程，连续三年实
施“春夏秋冬”四季攻坚行动，分季度、分
阶段将脱贫攻坚难题各个击破：春季实
施“双基”攻坚，夯实工作基础；夏季实施

“双业”攻坚，构建“七有”产业就业扶贫
体系，让每个贫困户至少有一个致富项
目，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秋季实施“双
貌”攻坚，改善村容村貌；冬季实施“双
扶”攻坚，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

除了“双业”，广大农村“双貌”的改
变也触手可及。

出门是柏油路、住的是二层楼、喝的
是安全水、用的是卫生厕、开上了小汽
车，这些场景在南阳广大农村比比皆
是。三年攻坚，南阳4000多个行政村旧
貌换新颜。

“老了老了，过上了城市人一样的好
日子。”从深山搬到城镇的老人，泪花在
眼眶里打转转。

创新记

“你们在哪里看病？去哪儿买药？
总共花了多少钱？报销比例是多少？”

这4个问题，是南阳市委书记张文
深在当地农村暗访时，询问患慢性病的
王兰珍老两口的问题。

王兰珍眼含热泪地回答：“报销程序
我也说不清，反正吃药看病花钱不少，报
销到最后，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这多亏党
的好政策。”

“群众说不清，你们乡镇领导干部能
说清贫困群众看病的四次报销都是哪四
次吗？”

面对张文深的突然“考试”，镇干部
未能作出准确回答。张文深说，如果我
们推动工作时走过场、不较真，面对贫困
户的眼泪，我们要拷问自己的良心。

在南阳脱贫攻坚的版图中，创新作
为核心词，无论是工作方法还是工作思
路，都力争处处出新出彩。

事先不打招呼，而是利用手机导航
直接进村入户，访贫问苦，现场办公，已
成为南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暗访扶
贫工作的“标配”手段和正常节奏。

几年来，他们的脚步遍布南阳75个
重点贫困乡镇，暗访问题多发村、党组织
软弱涣散村、扶贫信访问题多发村、政策
落实遗漏户等，风尘仆仆，午饭经常吃到
一两点，把下访排查、解决问题、整改提
高贯穿全过程。

明察暗访，“三色”督办，公开曝光，
约谈问责……这几年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南阳创新设计了四方督导、“四单”交
办、四项通报、四项激励“四个四”暗访督
导机制，发挥“鲇鱼效应”，倒逼加压，让
南阳扶贫工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为加强脱贫攻坚战斗力，南阳坚持
正反激励，该严管时绝不手软，该关爱时
也毫不吝惜。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这样一组振奋人
心的数字：近年来，南阳优先把554名优

秀扶贫干部提拔为乡科级，177名提拔为
副处级，从优秀“千企帮千村”企业家中
推荐73名人大代表、31名政协委员。如
此“有为就有位”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
扶贫干部披荆斩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上大显身手，实现更多人生价值。

2017年，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各项
战役正打得激烈，社旗县李店镇镇长郭
存的孩子才刚满月，她便抱着小女儿，带
上婆婆，提上奶瓶和尿不湿等大包小包，
毅然冲上了扶贫一线。去年，她被提拔
为副县长。

同样是2017年，南阳艺校的彭叶到
唐河县源潭镇蔡庄村担任第一书记，她
在村里建成制衣扶贫车间，让村民实现
了家门口的就业梦；她动员在外经商村
民回村办起了农业合作社，试种的羊肚
菌亩均收益超过两万元，她也被提拔为
艺术学校副校长……

更让人高兴的是，大批贫困户脱贫
后勇敢地担起了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的担子。截至目前，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有127人当选村“两委”成
员，6人成为村（社区）书记。他们现身说
法，成为扶贫的带头羊。

兜底记

2020年的冬天，是27年来最冷的一
个冬天。

82岁的脱贫户任文栓却一点也不觉
得冷。“有空调，有热水，还有全身的新棉
衣。”老人咧开嘴直笑，满脸都是知足与
幸福。

任文栓因患慢性病不能自理，住进
了镇平县柳泉铺镇任家庄村的幸福大
院，女儿也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找到了收
入不错的工作。

“心里的两个担子都放下了。”任文
栓说，日子总算有盼头了。

供养一人，解放一家。在南阳，万千
贫困家庭像任文栓家一样，在“四集中”
兜底保障织就的“安全网”下，正向着更

加幸福的日子出发。
邓州市穰东镇火星村贫困户刘淑慧

自己一身病，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开
始真不想来，觉得丢人，但实在力不从
心。”刘淑慧说。

抱着些许无奈，她和丈夫住进了村
里的幸福大院，没想却进了“福窝”。“丈
夫有护工照顾，不用家里花一分钱，我在
幸福大院里做帮工，每个月还多出了
2000多元的收入。”刘淑慧紧皱的双眉
舒展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这里，40多岁的刘淑慧第一次过
了生日，感受到以往不曾有的“仪式感”

“新鲜感”。“长这么大，没吃过生日蛋糕、
没吹过蜡烛，还有这么多人陪着唱歌，真
是头一次。”刘淑慧的眼睛红了。

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贫困
户的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做到在脱贫路
上不拉一人？南阳的做法是，由政府来
兜底，贫困群众才能一个也不掉队。他
们采取的“四集中”兜底保障，对贫困群
众实现了全覆盖：依托县级福利中心，集
中托养无人照料的全失能贫困群众；依
托乡级敬老院，集中供养半失能贫困群
众；依托村级幸福大院，集中托管有自理
能力但岁数较大需人照料的贫困群众；
依托乡镇医疗机构，采取医养结合模式，
将重病患者、重度精神病人等集中康复
治疗。

天有不测风云。当疾病与意外事故
袭来，贫困群体如何抵御“生活的风浪”？

南阳准备好了各种应对之策。
面对疾病，社旗县下洼镇桃园村贫

困户李保臣患有恶性肿瘤，2020年全年
门诊慢性病和住院合理医疗费用共计
200201.46元，在“免押金、先治疗后付
费”一站式服务下，他先后享受了基本医
保政策报销、大病救助、大病附加报销、
民政救助、政康保、政福保等6次报销，最
后个人自付费用仅为2726.23元；

面对意外，淅川县西簧乡卧龙岗村
的韩凤兰老人有了“政福保”，由于大腿

意外骨折，当她为手术费发愁时，保险公
司送来的5000元医疗救助费，解了燃眉
之急；

面对大额学费，镇平县曲屯镇安洼
村的安万富有了“防贫保”，国家助学贷
款解决了8000元后，又报销了8000多
元，如今他只需承担2000多元学杂费，
就能圆孙女的求学梦；

面对农业风险，宛城区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购买中原农保的产业保险，该区黄台
岗镇脱贫户徐照阁投保的5.1亩小麦遭遇
病虫害，评估测定后给予1253.84元的赔
偿，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四集中”织密“防护”网、“四项保”
托稳“底板”。2020年，南阳“政康保”“政
福保”等各项保险赔付金额约1.51亿元，
把因病、因灾返贫致贫的苗头消灭到萌
芽状态，托起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扶智记

冬日午后，在没有客户的闲暇时间，
42岁的李喜柱拿出一把葫芦丝吹奏起
来，悠扬悦耳的音乐在小院里回荡。

李喜柱是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
的一位盲人，六七岁时双目失明，且腿部
残疾，与父母相依为命。

南阳在所有行政村兴办农民学校，
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培训会；建立“同心超
市”，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积分评定兑奖；
设置红黑榜，每月至少召开一次讲评会
和故事会……村里脱贫的气氛被烧得旺
旺的，李喜柱也坐不住了。

“不当懒汉当硬汉”，天资聪明的李
喜柱苦学修理技术，开办了电动车维修
店。

久而久之，他仅靠耳朵听声，便能分
辨出车辆故障原因，解决各种“疑难杂
症”，不但客户盈门，更当上了品牌电动
车代理商……热气腾腾的生活让他彻底
甩掉了自卑，人前人后，腰板也硬起来
了，新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扶贫还须先扶智。脱贫致富路上，

扶智才能催生内在动力。
南阳连续3年开展“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巡回宣讲活动，实施了“村容村
貌集中整治、开展餐叙、打扫一次庭院”
等为主题的“六个一”活动，引导广大贫
困户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贫困户的卫生意识、文明意识增强
了，脱贫的干劲更足了。

被称为“独臂英雄”的桐柏县埠江镇
付楼村的李健，从一名意志消沉的残疾
人蝶变成带领群众致富的党支部书记，
成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的全国
自强模范。

身患小儿麻痹症，曾一度自暴自弃
的杨金枝，在脱贫攻坚雨露的滋润下，带
领贫困姐妹们搞活针织加工，带头发展
中草药种植，还当上了村妇女主任，“带
领村民们一起奔小康！”杨金枝变得阳光
又敞亮……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正
是因为有了从上到下的全民参与，有了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南阳的扶贫工
作才取得了突出成绩：从2016年的全省
倒数第一，跃升到 2017年的第 10名，
2018和 2019年连续两年，都稳居全省
第二名。全市7个贫困县，1112个贫困
村，90.1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48848人全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上万个家庭走出深山区，住上了设施齐
全、窗明几净的免费楼房。

南阳的扶贫工作也引起了社会各方
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社人民智库课题
调研组赴南阳专题调研后撰文称，南阳
扶贫工作中的“南阳路径”“南阳经验”值
得借鉴学习，它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地方治理创新，构筑了解
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冬去春来，阳光正暖。采访结束时，
一个个建设中的美丽乡村，一张张脱贫
户的幸福笑脸，一个个扶贫干部的影子，
在记者的脑海里一遍遍回放。他们的故
事百转千回，是那样的鲜活和感人；他们
的精神坚韧不拔，是如此执着而持久。

正是有了他们，贫困，这个困扰了许
多人世世代代的魔咒终于被打破，1200
万南阳人开始了意气风发的新生活。③9

南阳扶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