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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武月 何志远）每年3到 5月份是辣
椒育苗、移栽种植的黄金时期。3月 30日，在柘城国际辣椒小镇万
亩辣椒种植示范区，随着辣椒直播机的运行，一粒粒辣椒种子被均
匀地播种到田地中，地膜和滴灌带也一并铺设完成。

“太厉害了，就这么一趟，撒种子、铺地膜都完成了，比人工种植
方便太多了。”一旁也在播种辣椒的村民纷纷围观议论。这是柘城
县与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合作，开展大规模“辣椒丸粒化直播新技
术”示范推广活动现场。

“我们把种子丸粒化技术与机械直播技术有机结合，机械在播撒
辣椒种子的同时，也把地膜和滴灌带一次性铺设完成。采用的膜下滴
灌，能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节约用水，而且辣椒根系发达，植株健
壮，抵御病虫害能力增强。”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茄果类研究室主任姚
秋菊说，此项技术2020年在柘城试种成功后，今年开始示范推广。

柘城县是传统辣椒种植大县，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0
万亩。然而，传统种植方式较高的用工成本挤压了种植辣椒的利润
空间，导致亩均收益并不理想。

“40亩一天搞定，亩均成本仅为人工的六分之一。”河南省北科
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圣尊满意地说，“如果以人工方式种植，从育
苗到移栽需要两个月时间。最重要的是，采用这种直播新技术，辣
椒成活率高，非常适合朝天椒高密度种植。”7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单保良

3月 30日，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刘集村村室内，5
名年轻人正在观看《党史教育100例》历史纪录片。

“这是村里新发展的党员，平均年龄30岁。”李庄乡
乡长李彬感叹道，“现在，刘集村的村组织‘羽翼丰满’了，
以前这里连个村支书都没有，整个村庄一派脏乱差。”

曾经，刘集村流行着一个顺口溜：走进刘集庄，一路
泥水汤……村里楼房少，光棍条子多……6个自然村没
有一条像样的村道，村民之间邻里纠纷颇多，上访告状成
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村里长达10多年没有发展新党
员，全村19名党员平均年龄79岁，各项工作停滞不前。

变化发生在2017年春天。这一年，梁园区委办公
室、商丘市税务局、李庄乡政府 3个工作队进驻该村，
开展扶贫扶志脱贫脱愚工作。在全面掌握全村情况
后，3个工作队联起手来，从基层党建入手，整顿软弱
涣散，促进堡垒作用发挥。

当时，村里最年轻的党员是45岁的姚金城。在征
得党员大会和群众意见后，姚金城当上了村党支部书
记，然而，村“两委”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村里老人
说：“俺们穷怕了，谁也不相信。”

改变民心先从改变民生入手。在梁园区委、区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帮扶工作队筹措资金，为村里修道
路、建广场、装路灯，帮助村民引进资金和技术，建起
200余亩的草莓基地和 60亩的蔬菜大棚园区。一系
列的举措赢得了民心，也让村民有了致富的信心。村
里有劳动能力的都去草莓基地和蔬菜园区打零工，再
也没人整天站街头闲聊了。

村民刘双红，7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自己也因
为一场大病，身高停留在 1.2米。个子矮，家里穷，娶
不上媳妇，“生活没啥指望”，35岁的刘双红和母亲守
着3亩责任田、3间破瓦房度日。

2017年，帮扶工作队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因户
施策、重点帮扶，帮他家翻盖新房，又为他安排保洁员、
护路工等多个公益岗位，同时，还帮助他申请资金搞养
殖。如今，刘双红每月收入六七千元。

富裕起来的刘双红主动申请取消享受低保待遇，
并带动 10多户村民发展家庭养殖。“俺这一切都是党
的好政策带来的，俺要知恩图报。”刘双红不仅带头清
扫村里垃圾、帮大家安装无害化厕所，还积极主动宣传
党的扶贫政策，成了踏实苦干、热心公益、带头致富的

“大能人”。去年，他还被推选为村党支部委员。
从“群龙无首”到“羽翼丰满”，从脏乱差到“白富

美”，从村民怨声载道到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刘集
村踏着新时代的节拍迈进小康生活，满满的幸福洋溢
在村民的脸上。7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夏天

“这两年，我们县树种的多、种类也多，县城都快成大
植物园了。”3月 31日，正在夏邑县沱河生态湿地公园游
玩的居民马语笑着说，“我平时经常带孩子到各个园区游
玩，还顺便学了不少关于树木的知识呢。”

“我们正逐步实现生活在夏邑可以春夏赏花，秋冬观
叶，四季都‘好看’，处处都养眼。”夏邑县县长刘海鹰介绍
说，近年来，该县在生态建设方面舍得下大力气持续深
耕。从 2015年起，全县 24个乡镇、105个县直单位积极
参与城市绿化建设；对城区长寿大道、孔祖大道等道路和
栗城广场、运河公园、政府广场进行绿化提升，对沱河生
态湿地公园、樱花园、桂园、玉兰园进行高标准建设；实施
城区“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工程，采取见缝插绿的形
式，先后完成银杏园、海棠园、梅园等30余个特色园建设
工程，让百姓抬头见绿、迈步进园。同时，完成县城10余
条道路的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新增公园绿地面积94.19公
顷。

该县还投资 5亿元，启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及天龙
湖综合开发项目，该项目分为水利工程、水质改善工程和
水陆过渡带生态修复工程，将治理毛河、古运河等河道
16.3公里，天龙湖景区水域面积 1.5平方公里，建设人工
湿地 50.27公顷，种植沉水植物面积 98.4公顷，修复水陆
过渡带生态706.71公顷。

人间四月正芳菲，漫步夏邑县城，“栗园”内，海桐球、
金叶女贞、月季等长势喜人，百年古栗树焕发青春；“桂
园”内，桂花、红叶李、北海道黄杨、红叶石楠等错落有致，
各种植物造型令人叫绝；“沱河生态湿地公园”内，红豆
杉、喜树、千年皂荚树等万木葱茏，千年古树苍劲参天；“樱
花园”延绵沱河十里长堤……

“全县现有省市园林单位（小区）25个，省级绿化达标
公园 2个，省级绿化达标广场 2个，省级绿化达标道路12
条，顺利通过国家级园林县城复查。截至2020年年底，城
区绿地率达到37.57%，绿化覆盖率42.65%，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14.5平方米，形成了雪枫路、栗城路、南御道、大同路
和外环路，以及栗园路绿化带、长寿苑风景区‘两环两带两
片区多园’绿化格局。”夏邑县园林绿化中心主任谭健说，
全县24个乡镇集镇区也都新建了公园、广场，县城规划区，
全部实现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该县先后被授予

“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级园林县城”“省平原绿化高级达
标先进单位”“省林业生态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夏邑县城更是五彩缤纷，绚丽
多姿：音乐喷泉千变万化，高楼大厦身披彩衣，游园广场
靓丽绚烂。街头形态各异的雕塑灯，更是为这座古城增
添了一抹奇幻瑰丽的色彩……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王辉 吴帅辰）“我们
的‘新式武器’还可以吧！”4月 1日，在迅速清除220千
伏电线上的风筝后，国网商丘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
的孙天宇高兴地“炫耀”起来。

孙天宇口中的“新式武器”就是激光枪。据介绍，
受气温回升及春季多风的影响，风筝、孔明灯、塑料薄
膜飘落在电力线路的情况时有发生。春节以来，该公
司持续开展了各类线路飘浮物清除工作，有时候一天
就要清除十多处。相比传统清理方式，采用激光枪，可
以不受天气、地形、飘浮物位置等因素限制。

“光有‘新式武器’还不行，还得提前巡线、班组协
同，才能做到早发现、早清除。”孙天宇说。为此，该公
司充分发挥“三级联防”作用，市、县、乡三级线路防护
人员加强对线路的巡视，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并利用激
光枪尽早清除。自 2月下旬以来，该公司已消除各类
线路隐患200多处。

此外，为构筑更加强大的电力设施“立体防护网”，确
保电网的安全运行和电力的可靠供应，该公司还精心制
作《高压线附近禁止放风筝垂钓》等四部电力设施保护
方面的动画视频和宣传图册等，或利用广场大屏幕、微
信公众号等各种媒介播放，或深入乡村、集市、广场等，
提醒广大群众增强电力设施保护意识和自我安全保护意
识，将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增峰 王自力）理论
课堂促学、网上课堂活学、实境课堂深学……连日来，
民权县花园乡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探索创新“三大课
堂”，在全乡党员干部中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理论课堂“火”起来。将党史纳入乡村两级党员理
论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举办专题培训、党委书记上党
课等形式，积极引导全乡党员干部加强日常学习。同
时，采取集体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自学与
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网上课堂“热”起来。把“学习强国”作为党员干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年度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全
乡17个村党支部依托“学习强国”APP，分别建立支部
学习群，以“每日学、学满分、多互动”作为学习标准，引
导全乡650名农村党员自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实境课堂“亮”起来。充分发挥村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的宣传作用，以“传思想、习理论”为载体，在各
村党群服务中心楼道墙面和村级党员游园精心打造

“党史路”“党史文化墙”，把课堂搬到党员干部身边，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乡村、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这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 100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花园乡党委书记张玉栋说，“今后还
将通过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形式、打造精品党课等
方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深植全乡广大党员干部心中，推
动学习走深走实走心。”7

村组织“羽翼丰满”
刘集村成了“白富美”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

构筑“立体防护网”
“新式武器”添助力

民权

用好“三大课堂”
掀起“学习党史”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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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夏天

“趁着清明假期，我带着爸妈来踏青，
坐坐船、观观景。”4月 3日，陪着家人在夏
邑县两河口森林公园游玩的彭囡笑着说。

两河口森林公园属于沱河景观带。漫
步其间，只见河面波光潋滟，几艘游船随波
荡漾；河畔树木成行，风光旖旎。音乐喷泉
旁，小朋友们正在嬉戏打闹，好不热闹。

据悉，沱河在夏邑境内全长37.7公里，
适宜绿化长度34.7公里。近年来，夏邑县高
度重视沱河生态廊道建设，积极出台激励政
策、创新造林机制，采取由政府将河堤两侧
国有土地对外出租，造林大户、农民林业专
业合作社和园林公司等通过招标承包的方
式实施河道绿化。当地鼓励大户承包，依
靠政策驱动、利益牵动，吸引各界投资造

林，社会化参与造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
大降低了政府造林的财政压力，真正实现

“政府要生态、企业要效益”的双赢效果。
河南中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通过

竞标，承包了沱河何营段两侧堤岸 8公里
绿化项目，投资 1300余万元，单侧植树 25
行，共栽植核桃、女贞、银杏、法桐、栾树、山
楂、碧桃等树种 30余万株，河道绿化 2400
余亩。

通过政企合作，一条长达二十公里的
景观带沿着蜿蜒如龙的沱河铺展开来，沿
途点缀有碧桃园、紫薇园、枫林湾、如意坡、
枇杷洲、樱花谷、木兰园等大小园林景点数
十个，形成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

如今，夏邑县境内沱河、毛河、虬龙沟、
巴清河、东沙河等国有河道及其支流约
163 公里均实现绿化全覆盖，为市民提供
了休闲娱乐和亲近自然的良好环境。7

沱河春色惹人醉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夏天

4月 1日，去夏邑县北岭镇孙后寨村采
访，还没入村，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沿路前行，村口标牌上的绿底黄字“西
瓜小镇孙后寨”格外醒目。柏油马路干净整
洁，红瓦、白墙的农村房屋别具特色，道路两
旁行道树整齐排列，鲜花盛开，红的桃花、白
的梨花、黄的油菜花，花香四溢，花丛中蜂飞
蝶舞，煞是热闹。

孙后寨村现有耕地面积1700多亩，全
村1200多人，是典型的农业村。随同采访
的夏邑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磊
介绍，近年来，该村按照生态美、村容美、庭
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标准，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全力打造美丽宜居乡
村。实施旧村改造工程，进行墙体整治，加
强规划引导，提高建房标准，改善视觉效
果；实施绿色提质工程，沿村道路遍布冬
青、女贞、桂花等 20多种花草树木，绿化面
积 5000平方米；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投资修建休闲亲子园、文化广场等公共设
施，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村内主
干街道和公共场所安装路灯，全村基本实

现亮化全覆盖；实施环境治理工程，实行垃
圾集中处理，推进污水治理项目。2020年
4月，该村被评定为国家级“森林乡村”。

“怎么也没想到咱的村能变这么美，谁
来谁夸。这么好的环境，咱住着也舒心。”村
民于伟说，“一桩桩、一件件实打实的变化，
大伙儿看在眼里，乐在心头，奔小康的劲头
更足了。”

这几年，孙后寨村人改变传统种植结构
搞综合开发，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他们几经调研，把种植8424西瓜作为该
村主导产业。如今，全村西瓜种植面积1000
余亩，带动就业近百人，年经济效益千万元。

坚佳果蔬合作社负责人孙坚介绍说，合
作社流转土地，建成近千亩的西瓜种植基
地，投资400多万元建起了集观光、采摘、旅
游为一体的示范园，带动农民致富的同时，
也吸引了县城和周边市民前来观光、旅游。
2018年 5月 21日，孙后寨村成功举办夏邑
县首届“中国西瓜之乡”节。全国各地3000
多客商宾朋齐聚一堂，央视七套现场直播，
西瓜小镇一时间声名远播。

“记者同志，过俩月你们再来，俺请你
们吃西瓜。”孙坚指着地里绿油油的瓜蔓发
出邀约。7

“西瓜小镇”生态美

新闻1+2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春风十里看桃花。3月 25日，走进宁陵县乔楼乡
辘轳湾桃园景区，放眼望去千亩桃花盛开，散发出的阵
阵清香，沁人心脾。粉红的，深红的，浅紫的，颜色各异
的桃花，在青翠欲滴的绿叶映衬下，更显得鲜艳娇美。
众多游客在桃林中赏花游玩，拍照嬉戏，好不热闹。

2001年，辘轳湾所在的白庄村原村党支部书记马
玉倡从山东引进优质桃品种。2016年，村民借鉴梨花
节经验自办桃花节，吸引了数万游人前来观花游玩。
2017年起，宁陵县、乡两级政府大力支持该村桃园发
展，并开始为该村组织策划“中国·宁陵（辘轳湾）桃花
节”。同时，县委、县政府还拿出200多万元资金购置了
13万株桃树苗，免费发放给群众种植，以辘轳湾村为中
心扩大桃园面积。

如今，鲜桃种植已成辘轳湾村的支柱产业，村民靠
此实现了脱贫致富。千亩桃园也成为生态旅游风景
区，是人们踏青赏花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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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辣椒直播机 一天搞定40亩

小康路上

夏邑县多个乡镇在林下开展鸡、鸭、鹅、金蝉等养殖产业，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图为太
平镇兴旺农场林下养鹅7夏天 摄

▲千亩桃园花盛开 7 吕忠箱 摄
◀春色宜人，赏花拍照正当时 7 吕忠箱 摄

▼辣椒直播机可实现直播种子、覆盖地膜、增配水管一体化作业7 何志远 摄

▲▲辣椒直播机正在作业辣椒直播机正在作业77 何志远何志远 摄摄

春到沱河花开早，两岸风光醉游人7 夏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