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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基层

百姓故事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刘晓伟

往年，一过正月初六，民权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就人头攒
动，每天都有大批外出务工创业者在此候车。而今，都快出正
月了，候车大厅依旧稀稀拉拉，根本看不见大批外出务工者的
身影。

往年的流动大军去哪儿了？2月底，记者到民权县城和
产业聚集区，及部分村扶贫车间转了转，终于明白了原因。

在民权县城秋水路中段一家新开窗帘店，记者见到从江
苏返乡创业的绿洲街道西郊社区居民蒋长征。

“转转兜兜，感觉千好万好还是家乡好！这次我回来，再
也不走了。”蒋长征坚定地说。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拉闸限电等影响，基本没生意，收
入不景气，一个人在外地，很想家。年根儿，我在家备年货，参加
了返乡人员座谈会。听了县领导对返乡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的详
细讲解，更坚定了在家乡创业的决心。”蒋长征说起来滔滔不绝。

“通过走亲访友，我发现老家变化很大，交通也便利了，
除了陇海铁路、连霍高速、310国道，还有了徐兰高铁，飞机
场……我准备和长征一块儿，在家乡大干一番。”蒋长征的战
友、南华街道前进社区居民朱海博信心十足地说。

“眼下，家乡许多企业的工作环境跟大城市差不多。在深
圳，工资一小时给20元；在家乡，工资一小时给14元，虽然相
差 6元，但刨去房租、路费等，手里能攒下的差不多。这儿离
家不远，上下班15分钟就到了，既能挣钱又能顾家，俺还外出
打工干啥！”在民权县产业集聚区河南省康拜恩电器公司，才
上班的装柜工刘保民，有着同样的感受。

他过去在深圳打工。2月 12日，在“民权县 2022年春风
行动招聘会”上，与河南省康拜恩电器公司达成用工意向。

招聘会上，河南省康拜恩电器公司等30多家企业，现场为
返乡人员提供就业创业岗位1500多个，较好地满足了广大返
乡人员的就业创业需求。

在人和镇前瓦塚村河南冷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扶贫车间
内干活的村民侯俊来，对工作十分满意：“在扶贫车间有钱挣，
俺才不去大城市嘞。”

据调查，民权县不仅县城和产业聚集区企业多，而且每个
乡镇的重点扶贫村都有扶贫车间。人和镇内西村灯笼加工扶
贫车间、胡集乡于楼村大板家具加工扶贫车间、花园乡赵洪坡
藤椅编制品加工扶贫车间……每个扶贫车间都能带动几十甚
至上百人在家门口就业。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唐大振 杨振辉

残阳铺水，鸥鸟回巢，渔船归航。微风中，一曲二胡独奏
《一枝花》在江边委婉响起，曲子在浩瀚的江面上跌宕飞扬，快
乐中略带忧伤……2月 20 日，回乡探亲的淅川县移民徐摄
苏，来到大石桥乡丹江口水库边，面对被江水淹没的故园，轻
轻地拉起了二胡。

“我的老家，在丹江下。”徐摄苏望着眼前这片一碧万顷的
水域，记忆回到10多年前。

那是 2011年 5月 5日的清晨，远处的雾气正浓。大石桥
乡西岭村的移民搬迁现场——古色古香的房子，破败不堪的
土墙，凌乱无序的垃圾……早起的徐摄苏坐在砖坯上，认真地
拉着心爱的二胡，无限乡情，沉浸其中，一曲《一枝花》作为对
故乡的告别。

“那时，在故乡，我喜欢坐在小竹凳上拉二胡，常常引来许
多小伙伴和邻家的小狗围观，大家围坐在周围，都听得如痴如
醉。也是从那时起，我越发热爱上了二胡。”徐摄苏回忆。

据介绍，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20世纪修建丹江口水库时，就曾动迁 20.2 万人。
为了服务新世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淅川县再次移民16.5万
人。这次移民，徐摄苏从淅川县大石桥乡西岭村搬迁到了邓
州市腰店镇移民新村。

“在新家里，我时常想起故乡的青山绿水，想起村口高大
挺拔的白杨，还有门口的石板路和小竹凳……”搬走 10多年
来，徐摄苏对故乡念念不忘，只要一想起故乡，她就会拿起心
爱的二胡，拉上一曲。

这期间，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徐摄苏如愿以偿地考入了
郑州大学音乐学院，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在大学里，她经
常和同学们谈起自己的故乡，那是她梦想的起点。

2021年 5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水北调工程移民
村淅川县邹庄村，了解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离开村子时，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对乡亲们说：你们为了沿线的人民能够
喝上好水，舍小家为大家，这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沿线人
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你们。

“习近平总书记深深地牵挂着我们移民的生活，他的殷殷
嘱托，既温暖人心，又鼓劲提气。我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争
取为故乡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今在郑州边工作、边准
备考研的徐摄苏说，“这次回到老家，我发现老家的变化确实
很大！早春的暖阳下，丹江湿地波光粼粼、野鸭成群、芦花舞
动，真是太美、太让我难忘了。”

“这几年，老家的乡亲们不仅发展了食用菌、大樱桃、杏
李、鲜桃等生态富民产业，而且‘湿地小镇’建设还带动大家吃
上了旅游饭。”徐摄苏的小学同学侯萌珂，热情地为徐摄苏一
一介绍着故乡的崭新变化。

离别前，她决定在丹江边上再纵情地献上一曲。“我拉的
这首曲子一是表达对故园的思念，二是表达对家乡和亲人们
的祝福！”徐摄苏笑着对侯萌珂说。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张军停 张建树

家门口的消防站

“报警时间：2月24日7时52分；起火单
位：大冶镇冶南村秸秆起火；处置情况：扑灭
归队……”2月 24日，记者翻开登封市大冶
镇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出警记录本，上面详细
地记录了当天刚刚扑灭的一起农村火情。

“一早我们的值班人员接到镇政府的火
情电话，不到五分钟，我们五名消防救援队
员就带着装备赶到了现场，迅速进行了扑
救，由于火势不大，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大冶镇消防救援队队长郭旭东告诉记者。

据郭旭东介绍，大冶镇消防救援队是我
省首批设立的乡镇消防队之一，成立于
2006年，已经运行了16年，现有专职消防救
援队员5名，消防车三部，肩负着大冶镇、宣
化镇34个行政村、341个村民组近十万农村
居民的消防救援工作。在 2021年，全年出
警救援131次，扑灭当地大小火灾近80起，
极大地降低了火灾带来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大冶镇在登封的最东边，距离市区二
十多公里，原来村里要是着个火，等着市里
的消防车赶到最少也要半个小时，消防车
来到，财产烧得也就差不多了。”郭旭东说，
而现在，镇内的火灾救援，基本可以实现五
分钟到达现场，实现了“灭早灭小”、最大限
度减少损失的目标。

“致富千日功、火烧当日穷。”近年来，
我省农村消防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像大
冶镇这样的乡镇消防救援队伍蓬勃发展，
乡镇消防安全网也越织越密。

在永城市卧龙镇，春节前夕的一天深
夜，卧龙镇消防队接到火情，家住潘楼村马

庄的马玉良家羊圈因电力线路老化失火，
喂养的上百只羊被大火围困，情况危急。

火情就是命令！6名消防救援队员立
刻驾乘消防车奔赴现场，5分钟赶到现场，
用时 8分钟，就彻底压制了火情。村民的
上百只羊被安全转移，无一伤损，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俺们村距离永城市区 40多公里，镇
里没有消防队的时候，消防车过来得一个
小时，现在幸亏俺们家门口有了消防队，不
然这半辈子的家底都得烧光了。”马玉良老
人激动地告诉记者。

重救更要重防

随着我省基层消防建设的加强，像大
冶镇、卧龙镇消防救援队这样扎根乡镇、服
务当地的消防救援队伍越来越多，已经成
为保障农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屏
障，初步实现了“快速处置、灭早灭小”的目
标，极大地降低了农村火灾带来的人员和
财产损失，进一步填补乡镇消防力量薄弱
的空白，打通了农村火灾扑救、应急救援、
火灾防控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
高，农村居民用油、用电、用气量也随之增
加，而部分农村居民的火灾防范意识不强，
导致农村火灾一直居高不下。

“农村消防救援队的工作不能只重视
火情救援，更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前做
好火灾隐患排查、宣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
农村居民的防火意识上。”郭旭东介绍，从
2006年大冶镇消防救援队成立以来，他们
就跟当地巡防队伍联防联动，实现了“巡消
一体化”，不断加强日常火灾隐患的走访排
查，定期入村入户做好消防安全宣传，把火
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近年来，大冶镇辖区的火情由 2006年
的年均 200多起一路下降，多年来压缩到
年均 80起以内，实现了火情发生率的持续
走低。

队伍稳、管理细、服务专是方向

随着农村消防队伍的日渐普及，记者
在调查中也发现，基层消防队伍的稳定、设
备投入和维护、训练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
定的不足，亟待改善。

“农村消防救援队员的工资待遇普遍
不高，部分救援队员的社会保障不到位，这
客观上也导致了基层消防救援队伍不稳
定，人员流动性大，造成了消防救援队伍的
整体素质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队伍的
发展。”采访中，有乡镇消防救援队负责人
告诉记者。

此外，还有不少乡镇消防救援队的装
备投入不足，消防车辆、专业防护服、专业
救援装备等缺乏，后期的管护保养不到位，
只能应对小火小灾，不能打大仗，造成在处
置较大较复杂的火情和救援时，心有余而
力不足，容易贻误救援时机。

“专业消防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形成，要
靠日常的科学管理和训练，乡镇消防救援
队伍这方面不能松懈。”采访中，有专业救
援队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些乡镇救援队伍
平时的消防救援训练不够科学化、常规化，
导致面对紧急火情时应对处置不够专业和
及时，建议能够在上级消防救援队伍的指
导下，开展联勤联训，通过定期开展技术比
武、业务培训、实战演练等方式，提高乡镇
消防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实现服务当地群
众效能的最大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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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迫

切需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

是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之

一，是农民就业、增收和致富

的法宝。

省委要求，以“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为重要抓手，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加大培训力度，提升培训覆

盖面，帮助农民实现技能就

业、技能增收、技能致富。

我省是农业大省、人力

资源大省，全面推行技能建

设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

键。当前我省正处于改造传

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

键时期，只有培养一大批具

有较强市场意识，懂经营、会

管理、有技术的新型职业农

民，农业现代化才有厚实根

基，乡村振兴才能由宏图擘

画变成现实。

自今日起，本报聚焦乡

村技能建设，推出“学技能

兴乡村”系列报道，为技能河

南探路，为乡村振兴赋能。

编者按

□本报记者 白全贵 王向前

从南到北，从东向西，新的耕耘已开
始，新的丰收正孕育。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新时代新
阶段“三农”工作就是抓乡村振兴。我省乡
村如何驶向振兴的星辰大海？这离不开技
能。乡村振兴中，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
键，技能是抓手。

技能强，农业旺。征程路上，新农人
需要划好技能这支船桨。

学技能为什么重要

王飞是80后农民，种地却种出名堂。
在老家夏邑县徐马庄村的庄稼地上，

他长成“参天树”，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入
选农业农村部第一批全国家庭农场典型
案例名单——全省唯一，作为全国 15名
农民代表之一登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彩车……

带来一系列荣誉的，是技能。
10年前，他还是一名为吃饱肚子发

愁的外出打工小子，“返乡创业种植果树

又折本，欠下一屁股债。”2014年，政府组
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抱着找出路的想
法，他和媳妇一起参加，成为河南省首批
新型职业农民领证人。

“我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这都是学
技术带来的好处。”根据掌握的专业技
术，王飞大胆尝试家庭农场，改变生产经
营模式，居然摸着了致富门道，又不断

“破圈”，摸索“家庭农场+土地流转+贫困
户务工+脱贫技能培训”发展模式，带动
乡邻共同致富。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农村问题一直
是我关注的焦点。我认为，新型职业农
民已然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乡村振
兴的中坚力量。”王飞说。

漯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二级
调研员朱万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造
传统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
期，只有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市场意识，
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新型职业农
民，现代农业发展才有人才支撑，乡村振
兴才有牢固抓手。

而技能，是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之一。
王飞认为，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现代

农业种植养殖的培训中，“给他们插上技
能的‘翅膀’，成长为农业经理人、农机技
师、电商达人等，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技能带来哪些变化

技能造就财富，技能改变命运。更
重要的是，技能可以推动农业实现质的
飞跃。

一座座移动苗床上，一株株幼苗顶
破营养基质。阳光透过掀开的保温膜盖
层，洒在这些小家伙胖乎乎的“脸颊”上，
自动喷淋系统喷洒出的蒙蒙“细雨”滋润

着瓜苗……
在洛阳市孟津区送庄镇梁凹村的智

能控制袖珍西瓜育苗温棚里，梁凹村瓜果
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小伟感受着技
术和技能带来的生产之变，“以前大棚育
苗全凭经验，靠的是两条腿在大棚、小棚
间来回跑，查看棚内温度计、湿度计，忙得
喘不过气来。现在通过智慧农业监控云
平台，育苗实现了全过程现代化监管。”

“新型职业农民本质上是专业技术性
人才，俗称‘田秀才’‘土专家’，也是群众
口中的兴农人和新农人。”朱万祥说。

他认为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新型
职业农民充当生力军，实现从“地里刨
食”到“地里刨金”的嬗变，构建起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我省在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从未止
步，从人拉牛耕升级到依靠农业机械、无
人机等现代装备，从“望天收”的低产田
升级成“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从大水大肥、粗放生产转变成节肥节药、
绿色生产，从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转型，农业生产方
式、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有研究称，河南农业农村现代化还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到基本实现阶段的攻
坚期，需要生力军发挥主力作用。要想
迈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的门
槛，让农业现代化出现质的跃升，就需要
涌现出更多新型职业农民、掌握一技之
长的农民，形成持续推动现代农业建设
的力量源泉。

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到
2025年，农民培训持证人员达到50万人
次，在提升粮食核心竞争力、农业高质量
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建

设、城乡融合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普及技能如何实现

2020年，王飞被破格评为高级农艺
师，他说，“农民也能是一份体面的职业，
种好地是我的使命。”

更多农民盼着成为王飞这般的新型
职业农民。我省依托“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帮助农民踏上梦想实现路，让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聚焦我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持续推
动农业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与农业产业发
展有效结合。”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加大职业技
能培训力度，不断完善全省农业技能人
才职业技能评价体系，逐步实现人才队
伍规模不断壮大，持证比例提高，结构明
显优化，素质显著提升。

目前，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
涵盖第二、第三产业，关于第一产业农业
等方面的技能证书欠缺。怎么破解？厘
清架构，确定技能类别。记者采访中得
知，我省正在创设种养业方面的职业技
能评价体系，加大对农业从业者的培训
力度，让他们提升技能，获得证书，实现
技能培训的普遍性，为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

当前，技能“武装”农民的工作关键，
是要真刀真枪干起来，见声势、见行动。

“漯河在积极探索。”朱万祥介绍，漯河
充分利用现有培训资源、项目经费等组织
开展农民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培训、持证
渠道，争取让更多人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换种活法向未来。”王飞说，新时代
的农民多一门技能、换一种活法，美好生
活的路就会更宽阔！7

新农人要划好“技能”这支桨 家乡掀起返乡就业创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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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大冶镇专职消防队整齐
标准的内务。7

◀整装待发的消防车辆。7

翁韬 摄

农业技术人员
使用无人机喷洒农
药。 7 本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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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徐摄苏在移民搬迁现场拉二胡。7 徐摄苏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