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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杨浩放

夏日，天气炎热。舞钢市枣林镇安寨
村旭超果蔬专业合作社，滚圆的富硒西
瓜吊挂在绿油油的藤蔓上，煞是惹人喜
爱。

“今年我种的富硒西瓜可捞住了，每
斤能卖 7块钱，一亩地能挣 3万多元。”杨
旭超一边采摘西瓜，一边乐呵呵地说。

杨旭超今年 53 岁，是一位返乡创业
者。2011年，在漯河市医药公司上班的杨
旭超，回老家安寨村看望父母。在和乡亲
们闲聊中，他发现许多群众只会单一种植
粮食作物，创业缺资金，干活没技术，致富
没门路。

于是，他就萌发了返乡创业、带领乡
亲致富的想法。当时就跑到时任村党支

部书记杨伟的家里说，想流转土地种瓜果
和药材。杨伟表示大力支持。

消息传出，乡亲们议论纷纷。和丈夫
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妻子董丽娜，头摇得像
拨浪鼓：“不中。你在医药公司，药材生意
干得多红火呀！回农村能干啥？我看你
是犯糊涂了！”

“父母年纪大了，还都有病，需要照
料；乡亲们致富没门路，我想回去蹚蹚
路。”杨旭超话语坚定。

2012 年春天，杨旭超停薪留职，拿
出家里所有积蓄，并且东拼西借，以每亩
800 元的价格流转本村土地 1560 亩，注
册资金 500 万元，创办了旭超果蔬专业
合作社。

当年，杨旭超就种了葛根、山药、红薯
等，还引种了优质西瓜品种。由于没有实
践经验，缺乏生产管理技术，结果他连续3

年，年年赔钱，累计赔进去360多万元。
“看来旭超搞医药是行家，种地可是

一个门外汉！”邻居们的闲话，让杨旭超心
里压力倍增。

“别逞强了，赶快把地退给人家，还能
少赔些钱，赶紧回漯河重操旧业！”妻子一
个劲儿劝他。

杨旭超不甘心。他仔细分析失败原
因：是自己太贪大求全了。随即，他把
1000亩土地退还给村民，集中精力打理剩
下的560亩土地。

要想瓜果甜，技术是关键。2018年，
杨旭超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合作，建立富硒西瓜、富硒梨种植基
地。利用大棚网架栽培技术，种植富硒西
瓜，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效益是种植
普通西瓜的3倍。

杨旭超给富硒梨施的都是有机肥，

遇到技术难题，他就联系山东的师傅，
通过微信视频学习，并邀请师傅现场来
指导。近年来，他种的富硒西瓜、富硒
梨 连 获 丰 收 ，每 年 都 能 收 入 300 多 万
元。

目前，在杨旭超的带动下，周边 10多
个村 160 多户农民，富硒西瓜、富硒梨种
植达 2600 多亩，成为村民致富的支柱产
业。

“有了旭超的帮助，俺才挖掉了穷
根。”安寨村脱贫户邢小广感激地说。去
年以来，他种了 10多亩富硒西瓜，杨旭超
常钻进他家的瓜田里，帮他解决种植技术
上的难题。

如今，杨旭超刚退休的妻子董丽娜也
回到村里，常到瓜果大棚里忙碌。眼看着
来拉西瓜的货车驶进驶出，她脸上笑开了
花。4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现理

粉刷一新的墙壁，整洁干净；三个坑
塘改造后栽植了荷花，周围种上了花草树
木，成为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近日，记者走进鹿邑县贾滩镇槐树李
行政村闫庄自然村，花园式美丽乡村展现
在眼前。

“现在闫庄大变样，群众的心情更舒
畅了，乡风更文明了，邻里更和谐了。”槐
树李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光杰说，闫庄村
美丽乡村建设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是由
于村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群众采取了“均
衡众筹”方式，破解了资金筹集难题。

“均衡众筹”算好“加减法”

据介绍，该村共有 178户 600多名村
民。多年来，人居环境脏乱差，坑塘常年
污水漫流、臭气熏天，多条道路“晴天尘土
飞扬，雨天一片汪洋”，加上路段不直，两
侧乱放垃圾、柴草等，村容村貌较差。群
众建设美丽乡村的愿望尽管十分迫切，但

苦于缺资金，始终难以落实。
去年，鹿邑县对 50 个自然村实施了

“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项目，经槐树李行
政村积极争取和镇领导实地考察，闫庄成
为项目实施的村庄之一。

按照上级要求，示范村项目建设投资
140万元，其中上级帮扶资金100万余元，
群众需筹资40万元。

钱怎么筹？要听取群众意见。去年
10月 28日，经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商议，闫
庄村组建了由3名党员代表和4名群众代
表参与的志愿服务组。

一开始，大家认为，40万元筹资款应
借鉴效仿周边乡镇，按照总人口数、总耕
地数、总户数（宅基数）单一分摊筹资。结
果一核算，分别为人均 640 元、亩均 879
元、户均 2247 元。志愿服务组入户走访
时，许多群众却反映，多年来许多家庭的
人口、耕地、住宅数等变化很大，单纯选取
哪一种筹款方式，都不均衡、不合理。

“我们弟兄五个，人多地少。如果按
人口收款，就吃亏了；如果按耕地亩数收
款，就沾光了。单纯从某一方面筹款，全

村人都会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村民李
现富说。

志愿服务组再次调查走访后决定，坚
持以民为本，算好“加减法”，40万元采取

“均衡众筹”方式。即 10万元按总人口数
收取，平均每人 160元；10万元按总耕地
数收取，平均每亩 220元；10万元按宅基
数收取，平均每处宅基 560元；剩下的 10
万元，发动乡贤捐款。

“加”，就是按照人口数、耕地数和宅
基数，三个数额相加，就是每个家庭应缴
款数；“减”，就是尽量减轻普通家庭的负
担，发动乡贤进行公益捐赠。

这次资金募集，流程公开、透明，村里
及时把“均衡众筹”情况张贴公示、入户宣
传和微信群公布，引导村民踊跃参与，争
当践行者、宣传员、监督者。

众人拾柴火焰高

全村群众认可的“均衡众筹”意见出
台后，志愿服务组从去年 11月 1日起，每
天在村委会主任王现俊家现场办公，采取

张贴宣传单、微信群发布等方式，宣传建
设美丽乡村的意义，积极联系在外工作、
务工经商的村民筹措建设资金。

王现俊第一个交了2580元；党员代表
李红亮交了1634元，并为3户村民垫付款
6000 多元；村民代表吕建厂在刚投资建
房、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挤出4264元……30
万元筹资款，8天收齐。

启动资金到位后，项目紧锣密鼓地实
施：10天就完成了 2800余米的下水道挖
掘任务；2022年春节前，治理改造旧坑塘
3个……

在挖掘下水道期间，志愿服务组时时
利用微信群，发布现场图片、视频，向在外
工作、务工经商的乡贤发出捐款倡议。

张规划2万元、李银龙2万元、张小超
1万元、李来意 1万元……截至去年 12月
31日，共收到50名乡贤捐款13.8万元。

“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美丽
乡村建设激情十分高涨。”张光杰说，目前
村北出入口门楼建设、剩余 1个旧坑塘的
改造、盲区路段路灯安装等后续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4

“均衡众筹”破难题
——鹿邑县贾滩镇闫庄村美丽乡村建设调查

书香浸润众少年

贾鲁河疣鼻天鹅
生存环境待关注

从“卖药郎”到“瓜果王”

旱涝保丰收，多亏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乔连军

“今年小麦亩产超过 1600 斤！种了
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6月 7
日上午，商水县张庄镇南陵村种粮大户、
54岁的邱守先激动地说。

去年秋季遭遇汛情，麦播推迟 20 多
天；今年春季连续干旱，从种到收几乎没
下雨。都担心减产，可今年产量却创下历
史新高。“为啥旱涝保丰收？主要是实施
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邱守先认为。

“那是！我十几岁就种地，种了五六十
年。啥年份都经历过。生产队时，亩产才一
二百斤；土地承包后，亩产增到五六百斤；取
消农业税后，亩产达到八九百斤。这些年
来，亩产超过了千斤，已经算是高产了。我
说的可都是风调雨顺的年份，要是遇上大旱
大涝，产量说降下去就降下去了。以前，全
村5600多亩耕地缺路、少井、没沟，涝了积
水排不出去，眼看着庄稼被淹死。旱了缺少
机井浇地，只有几眼机井，浇地得排队，等到
排上了，庄稼也旱死了。”85岁的南陵村老党
员邱怀珍，说起往事记忆犹新。

张庄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陈庆伟，
是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的见证者，从考
察、规划，到清障、施工，直至建成，都没有
离开时任镇党委书记张军启、现任镇长王
文灵及陈庆伟的参与。

据介绍，张庄镇 3.5 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建设，国家共投入资金1.5亿元，经
过2年施工才算建成。示范区内建有物联
网控制中心、田间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
站、病虫害防治监测站，安装了固定式自
动喷灌设备、人工降雨设备，实现了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与农业节水灌溉技
术的高效融合。

想浇地时，只要手机下载 APP，手指
轻轻一点，喷灌设备自动喷灌。植保无
人机根据作物病虫害监测情况，对农作
物适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示范区内所有
田间道路都修成了水泥路，所有沟渠都
进行了开挖铺设砌衬。新打机井 268眼，
新建农桥 67座，铺设地埋线 134公里、地
埋管 74公里，所有机井都进行了机电配
套。其中 1.5 万亩农田安装了固定式自
动喷灌设备，所有道路两旁都绿化美化，
种上了花草树木。

“去年底，麦播前，连下几场大雨，由
于示范区内沟渠相通，排水条件好，积水
很快排了出去；麦播后，尤其是今年一开
春儿，又遇上了连续干旱天气，但是一点
儿也不用担心，手指一点手机上的浇水软
件，立马就能将耕地浇个遍。如果没有高
标准的排灌设施，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
设备和手段，大灾之年要想夺取大丰收，
完全不可能。”邱守先说。

小麦丰收也离不开农业科技不断创
新，尤其是种子。近年来，农业科研单位
培育出一批优质高产抗病抗灾品种。去
年底，他与河南秋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秋乐百农 307”小麦良种种植合同，公
司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0.25 元的价格回
收。今年，他的 2100 亩地全部种的都是

“秋乐百农307”这个麦种。6月 3日，经过
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实地测产，亩产高达
1658斤。

邱守先的合作社社员、南陵村党支部
书记邱大永也感慨颇深：“可别小看土壤
墒情监测站、田间气象站、病虫害防治监
测站，它们能提供准确气象信息、土壤墒
情信息、病虫害发生信息，根据这些信息
就可以做好各种田间管理。”

为了保障小麦稳产增收，商水县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人员常驻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农业服务中心，随时提供小麦
管理技术服务。周口市农业技术推广
站技术人员，也常到示范区指导小麦生
产管理。商水县农技推广研究员祁永，
每周都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到示范区查

看小麦生长管理情况，为种粮大户提供
技术服务。

“只有辛勤付出，才有丰厚回报。虽
然种地比较辛苦，如果示范区还有土地能
够流转，我还想增加流转面积，多种地、多
打粮，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多做
贡献。”说起今后的打算，邱守先干劲十
足、信心满满。

张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文灵总结
说：“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在的大面
积农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
通、旱能浇、涝能排，各种保障农业稳产
增收的现代化、信息化设施一应俱全，确
实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确保了
大灾之年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国家粮食
绝对安全。”4

种粮大户邱守先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4 乔连军 摄

返乡创业进行时

□本报通讯员 王有震 王万江

“我创办免费图书馆，目的是想解决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少年
儿童沉迷手机的不良习气，让孩子们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在潜移
默化中健康成长。”6月11日上午，韩成章谈起自己的初衷时说。

借助今年的儿童节和端午节，泌阳县退休干部韩成章与次
子韩剑一起，倾力在县城中心地带——距县五小、二中、三中都
比较近的地方，创办了一座为少年儿童免费提供阅读场所的华
童图书馆。

据介绍，韩成章数十年来坚持学雷锋、做好事。2015年曾荣
登“中国好人榜”，并被授予“驻马店市道德模范”称号。如今，年逾
古稀的他，仍想在有生之年尽己所能，多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

于是，在赢得家人支持的情况下，他放弃自家200多平方米
的门面房出租盈利的机会，在6月 3日端午节，创办了这座免费
图书馆，收藏各类图书 6000多册，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
环境相对较好的增长知识、丰富才智、充实精神的场所。

韩成章说：“做好人、做好事应该从娃娃抓起，通过潜移默化
教育下一代崇德向善。我真诚地欢迎广大家长带领孩子们，常
来华童图书馆看书学习。”

图书馆一开业就门庭若市。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读书的
孩子络绎不绝。据统计，目前到该图书馆读书的孩子已达3000
多人次。4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李小兵

“今年的小麦收成好，价钱好，卖得好。”6月 9日，在中储粮
沈丘直属库小麦收购点，满脸是汗的种粮大户朱亚楠，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朱亚楠说，今年他种了300亩小麦，平均亩产1300多斤。“这是
我卖出的第16车小麦，都是一级麦，价钱是一斤一块五毛四。不但
价格高出去年一大截儿，而且结账快，售粮款分分钟就到手了。”

据介绍，沈丘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夏粮生产已经实现
18连增。今年全县种植小麦102万亩，由于投入大型联合收割
机达2000多台，仅用5天时间就实现了颗粒归仓。

为了做好粮食收购工作，中储粮沈丘直属库提前准备了空
仓 33栋。负责承接沈丘、郸城、项城等 3个县市夏粮收购资金
供应的沈丘县农发行，提前发放收购资金6亿元，切实保证仓等
粮、钱等粮、人等粮。自 6月 1日启动入市收购之后，喜获丰收
的群众纷纷前来售粮。

为了农民售粮方便，监督粮款及时拨付到位，专款专用，沈丘
县纪委监委靠前监督。中储粮沈丘直属库推行售粮预约APP服
务，农民可通过手机提前预约排号，减少排队时间。对流转土地在
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开辟售粮绿色通道，实现即验即收即付。

“今年小麦收割期间，没有经雨，小麦质量好、产量高，老百
姓卖粮积极得很，其中一等小麦占 80%以上，目前我们给出的
收购价格是三等小麦一斤一块五毛三，二等以上小麦一斤一块
五毛四。”中储粮沈丘直属库仓储保管科科长代子尚说。

为了提高收购效率，中储粮沈丘直属库开设入仓作业线33
条，并且新增了液压翻板自卸平台，可实现 24小时不间断卸
车。同时，中储粮沈丘直属库与沈丘县农发行深度对接，准备了
足额的收购资金，收购价格高于保护价，紧跟市场价。

“这是我今天卖出的第二车小麦，虽然来得比较晚，可工作
人员加班加点，加大结算频次，保证当天到库车辆当天卸车完
毕，当天结算完毕，今年卖粮真得劲。”当天下午，天近傍晚，种粮
大户赵建华将小麦售出后，心里轻松了很多。4

□吴贤德 摄影报道

6月 9日，笔者和数位摄影爱好者，到郑州市贾鲁河欢河段
拍摄疣鼻天鹅时，发现河床水位较浅，长满了各种藻类，疣鼻天
鹅妈妈正带着两只可爱的幼鹅宝宝觅食。水源大量减少，水位
急剧下降，大量藻类滋生，势必给疣鼻天鹅母子的生存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

据介绍，2020年 2月，一对疣鼻天鹅飞临郑州市贾鲁河欢
河段，并选择在贾鲁河欢河段安家落户；2022年 5月，疣鼻天鹅
孵化出 7只可爱的天鹅宝宝。由此，如何保护和留住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疣鼻天鹅，引发众多郑州市民的关注。

为此，笔者期盼郑州市相关部门持续关注贾鲁河欢河段疣
鼻天鹅的生存环境，及时给疣鼻天鹅栖息地输入充足、干净的水
源，让疣鼻天鹅在我们郑州安心快乐地繁衍生息。4

卖上“舒心粮”，心里喜洋洋

直击现场

舆论关注

农民邱
玉超在中储
粮沈丘直属
库 小 麦 收
购点喜售丰
收粮。4
于保华 摄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不含通信费） 社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