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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阮淮凤

“看这满树的‘红玛瑙’，每亩咋也能卖 1万多，今年又是个丰
收年。”4月 21日，淮阳区豆门乡武湾村村民谭广申站在自家樱桃
树下激动地说：“因为党的好政策、政府的帮扶，我已实现了脱贫，
在乡里举办的樱桃文化采摘节上，第一天就收入了1600多元。”

谭广申以前曾因病致贫。在乡政府帮助下，他通过种植樱桃，
在樱桃树下套种花生、红薯，每年每亩总产值近2万元，2019年稳
定脱贫，走上了致富道路。

村民孔青青同样靠种植樱桃过上了“甜蜜”的生活。“我们这儿
的土质是沙土，非常适合种植樱桃。我种了 10亩，每亩 40棵果
树，1亩的产量就有800公斤左右。为了帮我提高樱桃品质，乡里
还派了技术员专门指导。樱桃品质好，销路不愁，直播平台、电商
平台同步发力，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

说话间，孔青青和帮工们又将一批精心采摘的樱桃，按照疫情
防控规范操作，分类挑拣、装篮装车，送往超市、果蔬市场等地。

据了解，豆门乡武湾村地处平原，环境优美，沙颍河绕村而过，有
上百年种植樱桃的历史。目前，该村种植樱桃2000余亩，选用了武
湾本地樱桃、郑州红、红樱一号等优良品种，结出的樱桃色泽鲜、味道
甜、汁水多，在附近地区小有名气，素有初春“鲜果第一枝”的美誉。
通过举办樱桃文化节宣传，慕名而来的市民络绎不绝，每年可以给村
子带来约6000万元的产值。

“樱桃文化节已举办了三届，我每年都来，欣赏美景，体验乡村
风情，这里的樱桃果红肉厚、清香甘甜，现摘现吃味道鲜美。”游客
胡亚楠说。

近年来，豆门乡积极拓展思路，依托资源优势，以樱桃文化采
摘节为抓手，大力推动“水果+产业”融合发展，以适合中原种植的
樱桃、草莓等小杂果带动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让百姓走
上致富路。8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青俊 聂雨

4月 18日下午，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忙碌，王浩宇终于用无人
机将葛花李村517亩麦田全部喷洒了一遍农药。“总算可以稍微松
口气了。”王浩宇说。

王浩宇是太康县大许寨镇副镇长。3月 28日，大许寨镇葛花
李村有村民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天，葛花李村全体村
民被要求整体转运至周口市郸城县进行集中隔离。接到紧急通
知，王浩宇与镇村干部迅速组织村民进行转运撤离。

“村民撤出村子上车后，我们清点人数发现竟少了两名老人。”
王浩宇立即回村寻找，原来有两名老人由于担心家中的驴、羊等牲
畜没人喂养，不愿去集中隔离。

“大爷，你们就放心去隔离吧，家里的牲畜我们会帮着喂好
的。”王浩宇再三保证，才把他们劝上了车。

王浩宇和几名镇村干部进行分包，帮村民喂养牲畜。
“我和村干部曹瑞霞分包了 4 户。村民饲养的主要是驴和

羊。驴吃食挑剔，还有吃夜草的习惯，每次喂食前都得先把草用水
淘洗一遍，然后拌上饲料，每天夜里还要起来喂三四次。羊嘛，省
事一些，直接把草料放到石槽里再加些水就不用操心了。”现在说
起喂养牲畜，王浩宇讲得头头是道。

10多天后，葛花李村村民集中隔离期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居家隔离，王浩宇等人才结束喂养牲畜的工作。

一晃又到了春耕春播时期。4月 15日，太康县委、县政府决
定，在抓细抓实各项防疫举措的基础上，在全县实施“全力以赴保
夏粮丰收”行动。大许寨镇政府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积极引导农民
错峰下地，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麦田管理
和病虫害防治。

但葛花李村村民当时仍在居家隔离，“农时不等人，我们得帮
他们把麦田管理好。”王浩宇组织镇村干部和志愿者到麦田里锄
草，并为全村517亩麦田免费喷洒农药。

打完药，已是夕阳西下。“只要管理跟得上，今年夏粮还是好
‘丰’景。”站在地头向麦田眺望，王浩宇笑了。8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郁发顺

连日来，有一张照片在周口人的朋友圈里流传：一名穿着执勤
背心、头顶警帽的小伙儿，由于长时间戴着口罩在太阳下执勤，脸
颊被晒成了红白分明的两种颜色，印记十分明显，摘掉口罩的他在
画面里正趁着换岗休息间隙赶忙低头扒饭。

这张照片感动了不少人，他们纷纷留言：“我不知道他是谁，但
我知道他为了谁。”“第一眼看见想笑，看过以后想哭。”

这个有着“口罩脸”的年轻人名叫邵珂，是商水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城区四中队的一名“95后”辅警。“我当时不知道有人拍照，刚
拿起馒头吃了几口。”说起这事儿，邵珂朴实一笑。

据了解，截至 4月 22日，邵珂已在宁洛高速周口站疫情防控
卡点坚守执勤了50多个日夜。

从今年 2月份起，他便和同事在防疫检查点安了家。他撰写
请战书，主动请缨加入车流量多、工作量大的宁洛高速周口站卡
点，24小时不间断地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核查，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有时候确实感觉很累，但穿上警服，就要承担起肩上的使命，冲
锋在前，为群众撑起安全保护伞。”邵珂说，由于经常头顶烈日执勤，
他每天都要喝上八壶水，身上不停出汗，至少要准备2套警服备用。

执勤期间，邵珂平均每天要检查 1500余辆机动车，人员平均
3600余人次，几乎每一辆车他都要耐心地对司乘人员特别是外地
车辆进行劝说，一个班下来，累得口干舌燥。“每天一下班，最想做
的就是赶快回家，美美睡一觉，好为第二天的工作储备能量。”

“有时候还得迎接雨水的冲刷，一泡澡身上就感觉火辣辣的，
现在秃噜了几层皮，皮厚了也不痒了。”邵珂调侃自己。

“忙起来没个准点，有时车流量一大，就会错过饭点，我们三餐
合一顿吃都是常事。”商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四中队中队长陆
自强说。

今年 3月，全市疫情防控任务加重，邵珂连续 10多天没有进
家。邵珂的母亲告诉记者：“他在外边是人民警察，可在我心里他
还是孩子，看到这么一个明显的口罩印，怎么可能不心疼！但我支
持他的选择，也为他感到自豪。”

“他是一名平凡的交通辅警，但是，因为数年如一日的坚守，因
为点点滴滴的奉献，他又并不普通。他脸上的痕迹是一枚抹不去
的勋章，也是所有坚守一线的民辅警勇于担当、忠于职守的真实写
照。”商水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马振山说。8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吴建成

“非常感谢你们的倾力帮助，一纸督
办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4月 21日上
午，项城市一企业负责人向该市纪委监委
打来电话，表达由衷感谢。

企业生产经营中有什么实际困难？
惠企政策是否得到真正落实？如何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助力企业发展？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项城市近日组
织开展了“访百企解难题办实事”活动，
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念“企之所忧”，行“企
之所盼”。成立优化营商环境专班，在一
手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紧盯企业生产

经营难题，了解收集企业意见诉求，及时
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建议、发送工作
督办函，压实工作责任，为企业生产排忧
解难。

4月 18日，项城市纪委监委“助企监
督 员 ”余 海 滨 ，再 次 来 到 他 的“ 联 系
点”——上海六合堂生物科技项城制药有
限公司实地走访。

余海滨见到该公司负责人王晓明
正为发票一事一筹莫展。原来，半个月
前，安徽一家医院采购了他们公司产
品，但由于受疫情影响，当地税务部门
不能及时开具发票，使得大宗药品一直
积压在厂房，眼看着采购订单就要搁
浅，王晓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

道如何是好。
公司连续多次向当地税务部门申请

领取纸质发票，但由于企业所在当地被划
为中高风险地区，疫情管控严密，物流快
递停运，部分窗口部门暂停线下服务，当
地税务部门近半个月空缺纸质增值税发
票。

发票开不了，药品出不了，医院又急
要，为企业纾困，刻不容缓！

得知这一情况后，余海滨及时向市纪
委监委领导汇报，市纪委监委及时研判，
以纪检监察机关名义下发了督办函，要求
当地税务部门尽快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税务部门接到督办函后，再次向上一级税
务部门反映企业难处以及基层税务部门

的被动情况。
两天后，省、市、县三级税务部门在提

前做好疫情防控情况下，开通绿色通道，
项城税务部门辗转 200多公里领取到了
急需的纸质增值税发票，终于解了企业难
题。“有了纪检监察部门助企纾难，解困护
航，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王晓明
动情地说。

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项城市
将廉政风险防控融入企业日常管理，保障
企业“肌体”健康成长，助力企业长远发
展。今年以来，该市 110余名“助企监督
员”累计走访企业 351 次，发现问题 42
个，收集意见建议38条，督促解决涉企问
题35件。8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这里是千万人口大市、职业教育大
市。辖区内各级各类职业院校 30所，校
企合作项目60个，在校学生10余万人。

这里正蜕变为职业教育强市。抢抓
国家政策机遇，提出深化产教融合，坚持
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两条腿走路……职
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 95%以
上，海燕技工、项城防水、西华的哥等劳务
品牌享誉国内。

在周口，越来越多职业教育毕业生凭
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成为就业市场
上的“香饽饽”。过去“千军万马挤独木
桥”的现象渐渐变化，职业教育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产教融合
锻造产业升级的人才“大军”

去年“双 11”前后，周口职业技术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京东班的 100多名电子
商务和网络直播专业学生，在 21天之内
为某品牌美妆“挣”得销售额近1亿元，人
均接待客户2万多人。

“在很多大学生当起‘剁手党’的时
候，我们的学生已经变成了卖家。”经济管
理学院负责人介绍，学院在“双 11”前主
导引入了一家国内美妆品牌，安排在校大
二学生担任品牌店铺的销售运营工作。
经过1天的短暂集训、20天的网上销售和
物流跟踪，同学们的平均销售额竟然达到
了近百万元。

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
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发紧迫。2020年，我国重点监测电商平
台累计直播量超 2400万场次，专业网络
直播人才的培养质量不高、数量不多的矛
盾日益突出，预计到2025年，网络营销与
直播人才的缺口高达4000万人。

“这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方式，不
仅解决了企业临时用工高峰的问题，还能
为学生提供第一手的实践经验。同学们
毕业后，从网店装修、图像采集到电商运
营、网店推广，一系列的技能都掌握了，可
以更好地打开就业大门。”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

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
业聚集发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化
发展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
数据表明，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
员70%以上都来自职业院校。

“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周口各行
各业培养了大量实用型技术人才，使得周
口职业教育的名片更加响亮，有力促进了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周口市委书
记张建慧说。

振兴职教
扭转“低人一等”的世俗偏见

长期以来，不少人将职业教育看作普
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属品”，伴随着

“无奈的选择”“低人一等”等词而存在，坊
间甚至流传着“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
不上本科去读高职”的说法。有的职业院
校毕业生在考公、事业单位招聘、考研时
一度遭遇学历歧视。

4月 20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表决
通过。新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
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用法
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是层次不同，
而是类型不同，不是为教育托底，而是让
学生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多选择。国家将
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统筹推进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推动职普融
通，贯通初级、中级、高级职业教育。

从过去的“教育分流”到如今的“协调
发展”，最大的变化在于为职教毕业生提
供了充满希望的上升通道。中职教育、高
职教育不再是一部分学子职业教育的终
点，他们有了上本科甚至接受更高层次职
业教育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职业院
校的生源质量。

走进位于周口市的河南科技职业大
学，机电工程学院实训中心内，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何滨洪手拿遥
控器，练习操纵机械臂。抓取、码放、喷涂
……随着机械臂不停地“腾挪转移”，一项
课堂作业很快完成。

“我从小就对机械特别感兴趣。高考
那年，奔着专业兴趣报考了这所学校。在

这里，我不仅能学到职业技能，还可以拿
到本科学历，以后甚至能攻读研究生层次
的职业教育专业。”何滨洪说。

“未来的‘能工巧匠’，仅有技术技能
还不够，还应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素养，
这样才能更吃香。”河南科技职业大学副
校长许德宽说。

匠心筑梦
迈向更加广阔的人生旅程

4 月 27 日，周口太康，一处占地近
300亩的职业教育园区正在如火如荼地
建设中。项目总投资9.56亿元，计划今年
12月完工，建成后可容纳普通中专学生1
万人。

近年来，该县坚持强化校企合作，引
导教育资源向产业集聚区集中，促进教育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累计向社会
输送各类合格毕业生近 3000人，为企业
培训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700多人。

王祥雨正是其中之一。过去，他靠打
散工、替他人搬运东西为生，出的是笨力
气，收入也不稳定。经过在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数年的学习，王祥雨掌握了汽修技

能并取得了技能职称证书。在学校的推
荐下，他成功在一家大型汽修服务公司找
到工作，月工资5000多元。

“现在收入稳定，过几个月工资还要
往上涨，是职业教育圆了我的致富梦。”太
康县马头镇宋屯村村民王祥雨告诉记者。

过去 5年，周口市职业院校累计向社
会输送合格毕业生 15.61万人，培训贫困
人口 65501人，培训农民工 2.79万人次、
企业职工 2.05万人次、创业人员 5500人
次，有效服务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优
化升级，实现培训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
方、富裕一片。

未来 5年，周口以建设职业教育创新
发展高地为抓手，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布
局，力争“十四五”末创办一批教学“联合
体”，打造一批优势学科，建设一批科研实
验室，招引一批科创团队，将人口“数量红
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周口市将紧抓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机遇，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等实际，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加快推进高等职教园区建设，实施职业院
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行动，深化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打造形成全省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
地，高质量实现‘人人持证、技能周口’。”
张建慧表示。8

晒出的“口罩脸”
是你最帅气的抗疫勋章

麦田有人管 牲畜有人喂

太康：让隔离更有“温度”

淮阳

武湾好风光 樱桃采摘忙

匠心筑梦 技能先行

周口奋力打造职业教育新高地

项城：一纸督办函 解了企业难

春渐远春渐远，，夏将至夏将至

◀谷雨一过，周口淮阳气温蹿升，最
高温度达到30℃以上。市民纷纷带着孩
子来到龙湖边戏水纳凉。8 杜欣 摄

周口交通技师学院汽修专业对学生进行项目化考核。8 丁玺 摄

▲清晨时分，龙湖畔几只夜鹭时而
静静伫立，时而振翅欲飞，倩影优雅迷
人。8 淮阳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