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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坚守与坚韧
百姓故事

巧媳妇儿巧念“种姜经”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乔连军

“幸亏听你话了，要不然2021年就赔钱了。”2022年 1月
17日，说起去年种姜，商水县舒庄乡舒庄村村民王囤粮，就夸
媳妇儿马青春会打算。

今年 42岁的马青春，不仅人长得好，还善于研究市场。
村民们都说，王囤粮过得好，全靠媳妇儿掌舵。

2019年秋，马青春从网上知晓种姜收入高，且周口市种
姜面积很小，她就盘算，如果2020年种上几亩姜，肯定收入不
错。她把想法跟丈夫一说，王囤粮却困惑了：“咱没种过，没技
术和经验，况且姜销量很小，万一不好卖，咋办？还不如你在
县城做生意，我在家种那几亩地哩。”

“啥事都得学，没技术可以学，不会种可以向专家请教。
今年咱家那 7亩地不种麦了，留着明年春上种姜。那是沙土
地，土壤疏松，排灌条件好，适合种姜。”

“种姜投资大不？风险大不？上哪买种姜？”王囤粮向媳
妇儿发出一连串的疑问。

“种姜，亩均投资近万元，风险比较大。但是只要管理好、市
场好销售，就能赚钱。山东安丘、昌邑、莱芜、平度都产姜，我们可
以去参观学习，从那里买种姜。”王囤粮感到媳妇儿说得在理儿。
随后和妻子一起去了山东安丘、昌邑，订购了7亩地的种姜。

2020年开春，夫妻俩在耕地上打埂、种姜、摊膜，按照技
术要求将姜种上。而后适时浇水，及时除草，科学管理，到了
6月份，气温升高，夫妻俩又在田里搭了遮阳网，保持姜生长
所需的温度，防止高温造成烂姜。

经过辛勤管理，到了2020年年底，生姜收获了，亩产达到
8400斤。价格高、销路广，每斤售价 6元，除去每亩 1万元投
资，夫妻俩种的7亩生姜，纯收入28万元。

“种姜收入恁高，明年咱种上几十亩，挣上个百十万。”王
囤粮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今年种姜恁挣钱，你想明年多种，别人想不想多种？”马
青春反问道。

“谁都想多种。”王囤粮脱口而出。
“如果都想到一块地里了，哪里种的都是姜，到时候咱卖

给谁呀？价格肯定低得可怜，不挣啥钱。这是市场规律，得研
究。”王囤粮听了妻子的话，一琢磨，觉得是这个理儿。

按照妻子的规划，王囤粮家2021年种了10亩姜，虽然到
年底收获时产量较高，平均亩产9000多斤，可价格并不高，当
地的市场零售价每斤才2.5元，批发价每斤仅1.5元。除去投
资，亩均纯收入也就2000多元。正如媳妇儿判断，2021年谁
种姜谁不赚钱。主要原因是，山东、河南等地种姜面积过大，
造成姜价低、姜难卖的局面。

马青春预测：2022年生姜价格比2021年强。为啥？种姜
基本上不赚啥钱的种植大户，肯定不敢再大面积种姜了。于
是，她对丈夫说：“咱的姜，在集市上零售一小部分，另一部分存
放起来，做种姜卖。明年咱种上20亩，估计又该赚钱了。”

“2021年，种生姜尽管收入不高，但是卖种姜，收入就不
是很低了。”王囤粮听后，一个劲儿地夸奖媳妇儿：“我算是真
服你了！”4

□本报通讯员 崔子敏

“不是我吹牛，我养的小香猪，会跳越障碍，会钻圈，还会
过独木桥。”1月 18日上午，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李庄村稻
田沟退伍军人赵玉印，站在坡地上自己的养殖场前，满脸自豪
地对记者说。

赵玉印今年 41岁。2001年他应征入伍，在黑龙江省某
部队服役，负责在军犬基地训练巡逻犬。2003年退伍，曾随
许多年轻人去广东打工。2013年，为赡养年迈的父母，照顾
年幼的孩子，他又返乡在家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干些零活儿，日
子过得比较拮据。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之后，村委会干部带着驻村工作队下
村逐户走访，卧龙区城管局驻李庄村工作队队长王强，对赵玉印
的从军经历很感兴趣。“2018年年初，王强向我推荐养小香猪致
富的门路。一开始，家人不看好，也不支持。王队长带我上网查
资料，又一起到广西实地考察之后，我认为小香猪养殖可以干。
起初缺乏资金，驻村工作队就帮我联系贷款，又帮我办理了证
照，村干部帮我协调场地。不懂技术，镇政府联系畜牧局对我免
费培训，上门指导如何给小香猪免疫防病。”赵玉印说。

“猪在坡地上放养，以吃构树叶、油菜叶、红薯秧、花生秧
等为主，附带玉米、麸皮等，由于基本上是自然成长，这些小香
猪都有点野性。小香猪长不大，成猪一般45公斤左右。”一提
起养猪，赵玉印眼里闪光。如果圈养的话，6个月就可以出
栏，而散养则要 10个月才能出栏。山坡上地面宽阔，灌木丛
生，空气清新，传播疾病的问题少得多。

当问起怎么想起来训练小香猪时，赵玉印说：“猪仔一生
下来就跟在我后面跑。当时我心里一动——是不是可以按照
训练军犬的办法训练它们，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果然经过
一段训练，小香猪真的会越障、钻圈、过独木桥了。”这样一来，
更是激发了小香猪的野性，个个皮红毛亮，活蹦乱跳。

为了给小香猪寻找销路，王强亲自出马，带着赵玉印去高档
饭店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给高档饭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反复
推介，销路终于打开了，回头客也来了。现在赵玉印的养殖场，
小香猪年出栏量达到300头，年产仔猪近500头。如今在赵玉
印的带动下，附近十里八村的群众，也纷纷养起小香猪来。赵玉
印也由脱贫攻坚的探路人，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引路人。

李庄村党支部书记翟永强说：“乡亲们一看到赵玉印养小
香猪发了家、致了富，都纷纷跟着养起来，不懂就请教赵玉印，
赵玉印乐此不疲，热情耐心地向乡亲们免费传授养殖技术。”
小香猪养殖已经辐射到宛城区茶庵乡、南召县石门乡、唐河县
等地，近百家养殖户从他这儿学技术、买仔猪、搞养殖，走上发
家致富路。4

军犬训练员退伍当猪倌

连线基层

□本报记者 王向前

踏入2022年，郑州又经历一场非同一
般的考验。

自 1月 3日以来，郑州与时间赛跑，快
速完成多轮核酸检测。在各地医护人员和
设备的支援下，郑州形成高达 180万管的
核酸日检测能力。

寒冬之下战病毒，人们感受到的是各
方有序应对的沉着冷静。在起居大致如常
的城市轮廓里，隐藏着的是坚韧包容自尊
的文化内核。

志愿

“今天的核酸检测工作刚结束。这不，
又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社区做些事。”1月
11日 16时，刚忙完维持社区核酸检测队伍
秩序的陈轩，没有急着回家，继续行走在寒
风里。

工作在郑东新区基层一线的他，觉得苦
点累点都不算啥，只盼这轮疫情早点过去。

1月 3日，郑州发现新冠病例，新一轮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郑州街头巷尾的志
愿者，闻讯而动。

陈轩忙碌了起来，苗畬也全身心投入进
来。1月4日上午，苗畬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
话：“中原区发现疑似病例，马上进行全员核
酸检测，信息员人手不够，你能不能……”

“能！我立刻赶过去！”简单安排妥当家里的
事，苗畲穿上写有“再出征”字样的防护服，赶
往思源社区六冶家属院核酸检测点。

郑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冉基玮
介绍，仅在最紧张的那一段时间，截至1月
11日 15时，郑州市 5172支志愿服务队投
入行动，招募志愿者 35.691 万名，全面对

接 3214个核酸检测采样点、184个采取管
控措施的社区，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和社会稳定贡献了力量。

十轮

如果说志愿者用“人海战术”筑牢了郑
州疫情防控的基石，那么，支援郑州的各地
医护人员就是基石上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在荥阳市坚守 3天，进行了 3轮
核酸检测，如今转移阵地来到金水区。”1月
12日，来自汝州市的医务工作者路红斌说。

疫情发生后，全省多地医护人员星夜
奔赴郑州。1月 5日晚，汝州市第一医疗
健康服务集团总院接到通知，需即刻组建

核酸采样队伍支援郑州。“我们当即在全
院发出号召，一个小时内收到 100余名医
务工作者的报名信息。经选拔，援郑核酸
检测突击队的 40名队员星夜集结。”汝州
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党委书记胡现
增说。

洛阳、平顶山、新乡、开封等地的医务
人员也涌向郑州。在防疫关键窗口期，自
1月 7日至 11日，短短几天时间里，郑州就
进行了6轮全员核酸检测，创造了“郑州速
度”——每轮检测 6小时完成全市 1260万
人核酸采样，平均每小时210万人。

有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与病毒赛跑，尽
快捞净，这是动态清零政策的重点所在，要
尽量把每起疫情消灭在最小范围、最短时

间，尽量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此后，郑州的核酸检测以封控区、管控

区等重点区域为主。截至1月 17日下午 6
点，郑州完成第十轮全员核酸检测，核酸采
样信息录入峰值达1小时263.3万人。

坚韧

疫情防控，牵涉方方面面。郑州这座
城市的表现，让人感受到了温暖。

在郑州从事律师工作的张胜利说，一
方面是不同类别的严格管控，一方面是全
员快速核酸检测，郑州呈现出平和沉稳的
城市轮廓，物资供应有序充足，人们生活大
致如常。

何以如此？他觉得是有关部门把工作
做得扎实，市民都有觉悟，吸取过往经验教
训后应对起来越来越成熟。

1月 7日全员核酸检测中，在郑东新区
居住的市民张旭利说：“郑州这都公开通告
出去了，要是 6个小时弄不完，多丢人啊！
现在是网络时代，全国人民可都看着呢！”

不慌乱的城市，还在于吃喝上的充分
保障。

过去这段时间里，郑州肉蛋菜储备企
业库存充足，丹尼斯、永辉、世纪联华等多
家商超及便利店，商品零售价格平稳、销售
正常。管控区域运用社区微信群或电商平
台下单、社区设置临时售卖点等方式，将物
资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了生活物资配送
的“最后一米”。

春运序幕开启，春节正在到来。虽然
郑州乃至河南全省的疫情防控仍在紧张进
行中，可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广大群众，都
在努力保持着耐心和毅力，他们阻击的是
病毒，热爱的是人间烟火。4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夏天

“春节临近，但愿疫情早日结束，万家团
聚。”1月 16日，已在隔离点工作多天的夏邑
县人民医院儿童重症医学中心副护士长李姗
姗，满怀期待地说。

2021年即将结束时，西安疫情暴发；刚
刚进入 2022年，河南疫情暴发，疫情防控压
力陡增。

2021年 12月 28日上午，李姗姗突然接
到电话：“姗姗，元旦过后，医院组建医疗服务
队去南区隔离点支援，你能去吗？”

“能去。”她没有丝毫犹豫，爽快地回答。
进入2022年，也是李姗姗在县人民医院

工作的第 19个年头。从普通护士到主管护
师，医院见证了她的成长。

2020年 1月 30日，刚下夜班的她便接到
命令：接管医院新冠疑似病例；2021年 9月
23日，她被安排到亚龙湾疫情防控集中隔离
点参与管理；算上这次，她已是第三次参与疫
情防控。

接到通知后，李姗姗为进驻隔离点进行
准备，建立微信工作群，与隔离点联系，初步
了解隔离点人员的数量，人员构成等基本情
况，准备防疫物资清单，制作值班表。

2022年 1月 2日，她和她的队员们来到
隔离点后，了解到隔离人员中既有年幼的孩
子，又有年迈的老人，多达一百余人，其中大
部分为密接、次密接人员。

各种报表、进出人员登记、核酸检测、测
量体温，大厅和楼梯消杀，隔离人员的一日三
餐等等，各种工作任务接踵而至，情况的复杂
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和她的护士姐妹们，每天要拎着饭盒
走遍楼房的一层到五层。有时午夜过后，还
要接收各地送来的密接人员，等完成报表、测
完核酸、安排好房间后，已是第二天的黎明时
分。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为了沟通方便，她们与隔离人员建立了
微信群，以便和隔离人员及时联系、沟通交
流，记下隔离人员的手机号码，保证做到实时
沟通，密切关注隔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思想动
向及诉求等，做到准确掌握情况，及时解决问
题。各方送来的慰问品，大部分都发给了老
人和孩子等重点人群。

“看到一个个隔离人员期满返家，向我们
招手感谢；看到一条条感谢的微信发到我们
的手机上，我感觉工作中所有的辛苦委屈一
扫而空，真是累并快乐着。”李姗姗说。4

□本报通讯员 李新义 张锋

“感谢党委政府、感谢大家关心，让俺住上这么
好的新房！”1月 16日上午，在尉氏县水坡镇北纬坞
村村民孙梦丽的院里，一座150多平方米的新房已
经装修完毕。面对前来帮助布置装饰的水坡镇党
委副书记杨威，和北纬坞村组干部及街坊邻居，孙
梦丽连声道谢，脸上挂满笑容。

孙梦丽是北纬坞村 2 组村民，一家共有 4 口
人。2021年 7月 20日的暴雨，造成她家的 5间瓦
房两间坍塌，成为危房。镇村干部在排查灾情中，
发现了孙梦丽一家的实际困难，确定她家为危房重
建户。之后，镇村干部多次深入孙梦丽家，及时为
她家发放救灾慰问物资和过渡资金4.2万元。

为尽快帮助她家实现回迁，在重建过程中，村
党支部、村委会主动承担起了她家倒塌房屋的拆除
和垃圾清运工作，并积极联系建筑施工队。接着协

调她家的亲友支援一部分，然后政府再救济一部
分。经过努力，终于为孙梦丽家建起了砖混结构的
150平方米的新房，彻底解决了孙梦丽一家人的住
房困难。

尉氏县住建局局长高占学说，去年“7·20”暴雨
以来，尉氏县把受灾群众安置、住房安全鉴定作为第
一要务，配合第三方鉴定公司对全县因洪灾受损房
屋进行排查、鉴定，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房。

按照分类指导、妥善处置的原则，对经鉴定属
于一般受损的房屋，及时进行修缮；对倒塌或受损
严重的房屋尽快拆除，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
房”；满足危房改造条件的，积极开展灾后危房重建
工作，坚决杜绝因灾造成规模性返贫。

据统计，截至目前，尉氏县已经拨付资金 1295
万元，全力开展村民住房灾后重建和修复工作，重
建和修复竣工 3749户，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4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陈越 刘少华

“请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戴好口罩，注意做
好自我防护！”“麻烦配合测量体温！”1月 15日，在
灵宝市朱阳镇鱼仙河村疫情防控检查点，大学生志
愿者仇文苗一遍遍重复着。

面对新一轮疫情，放寒假返乡的仇文苗主动报
名，参与到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非常琐碎，要耗费大量时
间、精力。但作为志愿者，就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
担当，能够为疫情防控作点贡献，也是一种社会实
践。”仇文苗乐呵呵地说。

在鱼仙河村，像仇文苗一样，崔海波、赵瑞娜、
吕子乐、吕茜茜、路鑫敏等多名返乡大学生，都参与
到了村里的疫情防控检查点值班、返乡人员排查、
政策宣传、核酸检测引导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每次有任务，大学生志愿者崔海波都会冲在前

面。“村里人都知道，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上门核查
信息，给他们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和政策的时候，他
们都比较信服。”今年 20岁、就读于长春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的大一新生崔海波说。

核查信息是崔海波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因
为山区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很多人的信息需要崔海
波步行到他们的家里才能完成核查。渐渐的，他发
现这份工作并不简单，一步都不能出错。虽然感觉
工作很累，但崔海波从未停止过自己行进的脚步和
手上的工作，他总是告诫自己马虎不得，抗疫一线
也是战场。

一碰到大晴天，就会有村民走出家门，晒暖聊
天。大学生志愿者吕子乐，看到群众聚集，赶紧上
前劝导：“这个病毒传染性可强了！为了大家健康
考虑，咱还是都回各自的家里吧，尽量减少人员聚
集。”

提及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吕子乐说：“每次
看到医务工作者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时，我都非常
感动。作为年轻人，我也想为疫情防控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作为志愿者，可以帮到大家做些事，我就
觉得非常有意义。”

据介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朱阳镇
共有 200余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及团
委的号召，冲锋在疫情防控的一线，全力守护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用平凡的行动彰显了当代
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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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村民住上新房

青春闪耀在“疫”线

来自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郑州市支援核酸检测。4 王向前 摄

李姗姗在隔离区为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4 焦华璞 摄

马青春王囤粮夫妻俩在收获生姜。4 乔连军 摄

大学生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检查点值守。4 刘少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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