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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郑州市南阳路

第二小学响应郑州市“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

道德的人”网上签名活动，开展了网上签名寄

语活动。 王佩娟 摄

最近，长垣县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300多亩葡萄收获了，该合作社理事长李

瑞玲打了几次电话，想邀请合作社顾问石晓

华来尝尝新鲜的葡萄，但石晓华总是抽不出

空，她正忙着帮助两家国家级示范社联系粉

条和果品出口事宜。

石晓华是河南科技学院种子经营与管理

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

究，她经常利用节假日深入到新乡、南阳、鹤

壁等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员做培训，指导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如今，石晓华担任着

3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顾问。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

然选择，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发展和提高农

民经济水平。石晓华告诉记者：“我出生于

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最大的

梦想就是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贴心保

姆’，帮助合作社发展，带动更多农民走上

富裕之路。”

淇县山区黄洞村风景优美，核桃、花椒等

山果资源丰富，但因为是山区，村里贫穷落

后，很多人还住在有几百年历史的石楼里。

村里成年男性大多外出打工，剩下妇女和老

人在家留守。到黄洞村调研的石晓华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便利用暑假驻守村里，把留守妇

女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山果

产业。如今，这家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市级示

范社，产品远销省内外。

2008年起，石晓华每年都为“阳光工程

农民创业培训”学员授课，据统计，她已累计

讲课百余次，培训学员4000多人，帮助40多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50多项难题。

在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这些年，

石晓华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取得新突

破，必须实现合作社的联合，这样才能更好地

与大市场接轨。2012年，她把自己在长垣县

服务过的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召集在一起商

量，大家一拍即合，联手成立了长垣金秋百丰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目前，长垣金秋百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已经发展到13家合作社成员，拥有社员

1500余人，流转耕地2.7万多亩，涵盖种植、

养殖、加工等方面，年实现利润2000多万元。

石晓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贴心保姆”
□本报记者李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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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陈颖安乐）9月19日晚上，家

住许昌县椹涧乡时庄的胡大爷

骑电动三轮车载着两个小孙女，

不慎连车带人落入河中。幸运

的是，三个人被路过的一名男子

成功救起。次日上午，被救者及

其家人通过派出所民警打听到

救人者名叫王少伟，在许昌县椹

涧信用社工作。随后，被救者及

其家人专程来到信用社，当面感

谢这位善良勇敢的青年。

王少伟今年27岁，家在伊川

县，父母和妻子都不在身边，他平

时就住在单位。9月19日中秋

夜，王少伟骑自行车独自来到颍

水河河堤旁赏月。晚7时，他突

然听到远处河里传来一阵急促的

声音，随后又逐渐变得微弱。

王少伟顺着声音寻去，由于

天色已晚，他看不清河里的状

况，但可以听出来是个小孩的哭

声，他这才意识到有人落水了。

冲上前仔细查看，透过杂草看到

河中漂着一辆三轮车，车下面隐

约露出一个脑袋。来不及多想，

他就迅速跳进了河里。

王少伟拨开河里的杂草，推

开车身，一把抱住压在车底的孩

子，奋力将孩子向岸上推。经过

一番努力，孩子终于被救上岸。

被救起的是个女孩，大约4岁，他

从女孩断断续续的言语中听到

“妹妹在哭”，原来河里还有人。

王少伟放下女孩，再次跳入水中。

他借着月光在三轮车附近摸

索着。突然，他摸到了小孩的脖

子。他试着把孩子往上拽，但孩

子却被车子压住身子难以动弹。

“当时我左手托起车身，右手

用力拉出了车下面的孩子。小孩

已经没有声音了。”王少伟回忆

说，他抱起孩子挣扎着爬上了岸。

刚上岸，还没回过神的王少伟

又突然想到，既然有三轮车，河里

不可能只有小孩，应该还有大人。

想到这，他急忙第三次跳进河里。

借着微弱的光线，王少伟看

到车前面似乎还趴着一个人。

但这时的王少伟累得一点力气

也没了，根本无力把大人拖上

岸，必须赶快报警求助。于是，

他先依靠着水里的浮草，把人拖

到三轮车车厢上，以缓解溺亡的

危险。然后他迅速上岸，拿出手

机报警求救。民警和消防战士

很快赶到现场将老人救起，经现

场医护人员确认，三个人都无生

命危险。

随后，孩子的家人也赶来

了。看到三个人成功获救，王少

伟终于松了口气。

“每个人都能做的事，也没

什么大不了。”9月20日，面对胡

大爷一家人的感激，王少伟平静

地说。

9月27日，汤阴县司法局伏道司法所的“90”后女孩张攀攀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剪纸艺术作品《欢度国庆》、《爱国守法 诚实知礼》

等作品，把浓浓的爱国之情融入到剪纸作品中去。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鹏飞 摄

爷孙仨人骑车落水
好小伙三次跳河营救

中秋夜，许昌县椹涧乡时庄的胡大爷骑三轮车载
着俩孙女跌入河中，被骑车经过此处的许昌县椹涧信
用社员工王少伟发现后，毅然跳入河中救人，在救援人
员的合力施救下，三个人最终获救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段阳东）“每到

夜晚和农闲时，到农家书屋来看看书，通过学

习，现在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自己搞了3个温

棚黄瓜，年收入十几万元。”近日，正在育苗的

确山县普会寺乡白山村农民朱保营如是说。

如今在确山县，像朱保营这样通过在农

家书屋学习，靠种植、养殖来增收的农民达万

余人。近年来，确山县把农家书屋建设作为

“文化惠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

体，按照“政府扶持、社会捐赠、无偿借阅”的

办法，在全县200个行政村建起了农家书屋，

今年又投资12.4万元为每个农家书屋增订报

刊9种。农家书屋的兴起，使确山县许多农民

告别了牌桌，坐上了书桌，农家书屋已成为增

收致富的“加油站”。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张俊杰谢

志峰）“县里领导和我们一对一结成对子，企

业遇到啥难题，只要一个电话，分包领导都会

第一时间赶到，像我们企业在最初建厂时，县

领导几乎天天都要到施工现场为企业分忧解

难。”9月24日，在武陟县产业集聚区国药容

生中原医药产业基地，总经理佘鲁林这样说

道。

去年以来，该县开展了“心系企业”服务

活动，旨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工业转型

升级。此次活动调动全县党员干部进入企业

当起了“服务员”，实行“包生产、包项目、包安

全、包发展、包转型”五包责任制，50多名县级

领导和上千名党员干部全部走到企业和项目

建设一线，集中力量推动工作。

武陟县

干部入企当“服务员”

确山县农家书屋
成为农民致富“加油站”

9月27日，新乡县刘庄村不平静了。本

报一篇题为《中国村魂》的长篇通讯用多个版

面记录了一个人，他就是全国农村基层干部

的典范、原刘庄村党委书记史来贺。

当日下午，刘庄人聚集在一起，你一言、

我一语，深情地回忆起史来贺书记生前的事

迹，表达着怀念之情。

“老书记走了整整10年，但至今回想起

来，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刘庄

村党委副书记张贵龙双手捧着报纸，显得有

些激动，他说，“我18岁就跟着老书记工作，他

不怕困难、与时俱进的精神一直印在我心里，

时刻指导着我，激励着我。”

“《中国村魂》这个标题很大气、有深度，

报道写的就是我们真正的老书记，读起来让

人感动，让我也更加怀念老书记。”刘庄村委

会副主任刘俊荣颇有感触。

刘俊荣说：“1974年村里办机械厂，为了

制作生产小喇叭的模具，老书记三个昼夜都

没离开车工组，反复试材料。他好动脑筋、爱

琢磨，越有困难越不低头。他那句‘只要思想

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一直记在心上。”

“老书记几十年一直都在为大家、为集体

谋利益，最后自己啥也没落，却落下一身的毛

病。”刘庄村党委副书记、绿园药业董事长王

智义说。

今年72岁的张秀贞从1970年就和史来

贺搭班子，干了近30年的村支部副书记。上

午两个多小时忘情的读报，让她忘记了做午

饭。她说，看到这个题目，头脑中一下子就涌

满了关于老书记的点点滴滴，他就是刘庄的

魂，是刘庄人的主心骨。

张秀贞说，这些年来，不管建什么厂，史

来贺从来都是把办公室搬到工地，离家几百

米都不舍得回去。反倒是村民有个三长两

短，史来贺都尽心安排，还念念不忘。村民刘

树光住院，大年三十他还跑去新乡去看望，送

饺子。

“老书记的事迹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家家

都说不完他的事，诉不完他的恩情。”张秀贞

说，“清明节时，大家都要去老书记的墓前看

看，谁家孩子娶了媳妇嫁了人、考了大学参了

军，都要向老书记说说。”

职利霞是在2001年通过岗位招聘来的

刘庄，作为一个“80”后，读到《中国村魂》中

的动人之处也不禁落泪。她说：“虽然和老

书记接触不多，但是却打心眼儿里敬佩

他。他几十年来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关心

村里的每一个人。我要学习老书记的精

神，以老书记为镜子。”

《中国村魂》在刘庄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老书记永远在俺们的心里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柯杞

史来贺为啥有“两怕”

史来贺的“两件事”
适期适量适墒播种 为小麦丰收打好基础

土地深耕 每亩可增产40斤以上

模范感动模范
榜样帮助榜样

◀上接第一版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深耕、深松对小麦

生长有什么好处？

郭天财：农民常说“深耕细耙、旱涝不

怕”。从理论上讲，深耕、深松能为小麦主根下

扎和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有利于培

育冬前壮苗，有利于小麦吸收深层土壤水分。

另外，除了深耕，细耙也很重要。实践证

明，播种前耕翻、深松、旋耕后进行耙地镇压

及小麦播种后经过镇压的麦田，麦苗生长相

对正常，受旱、受冻较轻；若耙地遍数少，土中

和地表夹杂土块，小麦播种后就会出苗少，根

系外露不能深扎，冬季容易受冻受旱死苗。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深耕后的麦田是

否可以增产，每亩增产多少？

郭天财：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深耕、深松

后的麦田肯定会增产，山区和平原的情况也

不一样，一般来说，山区农民习惯于深耕，如

果平原地区能够适时深耕，小麦每亩增产40

斤到100斤都是可能的。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深耕、深松每亩地

会增加多少成本？

郭天财：每亩地深耕、深松的成本为45

元，耙地成本为30元，与普通旋耕相比，深耕

土地每亩大约增加15元的成本。

这些年，为了鼓励农民深耕，各级政府每

年都会多少不同地给予一定的深耕补贴。总

的来说，增产的效益加上政府的补贴，农民深

耕土地应当是有盈余的。

采访结束时，郭天财教授希望通过河南

日报农村版，提醒全省的农民朋友，为了明年

夏粮的好收成，从小麦备播整地开始就要下

工夫、讲科学。

◀上接第一版 制定了小麦播种技术指导意

见、病虫害综合防治意见、测土配方施肥意见

和小麦品种布局利用意见，推广优质高产品

种，落实麦播适用技术措施，引导农民做到适

期适量适墒播种，为小麦丰收打好基础。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每到秋耕播种季

节，农民最关心的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

问题，在保障农资供应及农资质量上，农业部

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朱孟洲：针对今年秋粮收获期提前、“三

秋”生产开始早的特点，我们提前谋划，及早安

排部署，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切实抓好麦播技术

指导和农资市场监管，全力服务麦播。为保证

农资质量，进行了种子质量专项检查及种子检

疫情况执法检查。开展农资专项治理，严厉打

击制售高毒限用农药、假冒伪劣农药和化肥的

违法行为，加大对小麦种衣剂、拌种剂、土壤处

理剂等农药产品的监督抽查力度。

目前，省内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供应

充足。今年全省麦播需种量10亿公斤，可用

商品小麦种子13亿公斤左右，完全能够满足

麦播需求；预计全省麦播需肥量373万吨，目

前肥料市场供应充足，肥料价格与去年同期

相比有所下降。

◀上接第一版

谢宇慧说，随后，范海涛从包里拿出1万

元钱，趁她不注意，偷偷地塞到了她的外衣口

袋里，不料被她发现了。范海涛叮嘱她，不要

声张，这是给她爸爸的治病钱和生活费，如果

以后有困难就还找他。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就别报道了，谁见

了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忙的。”9月28日下午，

提起这件事，范海涛不愿多说。在记者的一

再坚持下，他给记者说了当时的情况。

“当她坐在我身边时，我就很惊奇，一个

年轻的小姑娘为什么能参会？当我得知她母

亲因病去世，她边照顾瘫痪的父亲边上学的

事情后就很感动，特别是知道她的家庭开支

是靠低保和学校的救济维持时，更佩服这个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范海涛感慨地说，“当时

本想把自己包里装的1万元偷偷放到她的外

衣口袋里，不想被她发现了。像谢宇慧这样

的孩子和家庭，我们都应该拉一把，让她过了

这个坎，走上正常的生活。”

“群众和组织给了我这个荣誉，我就要随时

随地发挥正能量，按习总书记所说，做一个好人，

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范海涛说。

◀上接第一版 为什么他的

情刘庄群众念念不忘？因为他大

公无私，“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

拴在肋巴骨上”，心里装的是群

众，做事为的是群众，发展惠及的

也是群众，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

庄群众的利益出发，“为刘庄人民

而活”，这是他的生存意志和生存

意义。群众在他心里有多重，他

在群众心里自然就有多重。

怕，是因为爱得深沉。史来

贺对群众的大爱，出自生命的根

柢，发自内心的情结，源自精神的

信仰，从而贯穿于73年的人生历

程。他带领刘庄群众平田地、育

棉花、办企业、创药厂、建新村

……他对人民满腔忠诚，为百姓

饱尝艰辛，始终是刘庄村民的“主

心骨”，始终与群众肝胆相照、魂魄

相依。

“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

生活，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本事！”

他念兹在兹的，从来都是群众。

睡觉前挨家挨户“过电影”，谁家

有困难都拉一把，坚持走依靠集

体经济、农民共同富裕之路；他操

心刘庄发展，常常灯下“静夜思”，

这一步咋走，下一步咋办，审时度

势，洞幽烛微，为集体利益呕心沥

血。他在风浪中稳若磐石，始终

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不论是应对时代风云的变

幻，还是面对发展机遇的抉择，他

就像刘庄的“定海神针”一样，保

持清醒，掌握分寸，以历久弥坚的

群众情结，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

纯粹和忠诚。

一个“怕”字，包含对人民的

敬畏，对真理的敬畏。为了人民

群众，公而忘私，方取大义；鞠躬

尽瘁，遂成大业；理想不灭，乃行

大道。史来贺的一生，做的是群

众工作，走的是群众路线，谋的是

群众利益。他的“两怕”，映衬着

共产党员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

大爱，树立了党员干部与群众血

肉相连的标杆。

今天的刘庄，经历着从土草

房到别墅群、从赤贫荒野到田园

都市的沧桑巨变。一位共产党员

的“怕”与爱，穿越历史时空，绽放

恒久的光芒。

◀上接第一版 有的领导干部抓

经济头头是道、做得有声有色，

讲政治却是说起来清楚、做起来

不清楚。一些地方经济指标上

去了，却世风低落，百姓颇生怨

言；一些党员干部自己不行正

义，却感叹群众工作不好做；还

有一些人，受西方错误思潮的影

响，甚至对我们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动

摇……解析刘庄传奇，感悟中国

村魂，破解诸多现实困惑的途径

顿时变得清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

员干部如果对人民没有感情，群

众“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

娘”就不奇怪，因为，群众吃肉，

是终日辛勤劳动所得，并非谁的

恩赐；群众骂娘，骂的是有劣行

劣迹之人，并非所有党员干部。

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如果发展不

能让群众得实惠，就算吹得天花

乱坠也没人信，群众当然不会跟

你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

榜样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

让人敬而远之；而是像邻家大叔

大婶一样平易亲近，举手投足之

间就成为示范，催我们自省、自

警、自励，给我们见贤思齐的信

心、决心、动力。对党员干部而

言，社会转型期热点多、焦点密、

燃点低，人民群众的很多利益诉

求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新的社会

难题需要破解。凝聚改革发展共

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我们任重而道远。史

来贺的“两件事”给我们的答案就

是：忠实践行党的宗旨，时刻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史来

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今

天的刘庄，依然是全国闻名的富

裕村、先进村，今天的继任者仍

然在坚持做这“两件事”，走富

路，走正路。史来贺的“两怕”和

“两件事”，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刘

庄这方天地，成为党员干部的一

笔宝贵精神财富。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就要像史来贺那样，沿着富

路，沿着正路，奔向前方——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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