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35-2

2014年10月 31 星期
第2616期
今日4版五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89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大河网：www.dahe.cn 微信：hnrbncb 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甲午年闰九月初八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03 责任编辑 张豪 版式 徐渊 校对 王姝

策划：韩嘉俊 统筹：任爱熙 执行：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28 15903991239

QQ群：74387297 微信：hnrbncb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亲民法官”张秀林
□本报记者张舒娜

中原再生资源
国际交易中心鸣锣开市

受到省委书记郭庚茂批示
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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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农民朋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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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找何难，找到何难有何难

台前县
前柴村条条村路通 西瓜产业兴

策划策划：：安伟安伟 张光辉张光辉 统筹统筹：：马万里马万里 韩嘉俊韩嘉俊河南省委农办河南省委农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中原三农网 联办联办

美丽河南美丽河南 寻 找 最 美 乡 村寻 找 最 美 乡 村 32

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台前县农办主任陆继福

点评▶▶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文/图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

会科学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举措，是解决老百

姓最关心，解决最直接问题的民心工

程。农民是村庄的主人，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直接受益者，是村庄建设理所当然

的主体。

前柴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以群

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发挥农民

群众的主体作用，通过宣传教育、规划引

领、政策引导和投资带动，激励广大农民群

众投工投劳、拆旧建新、美化家园。从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工程入手，积极争取

协调和多方筹措资金，大力发展高效农业

和劳务输出，加快推动农民比赛增收致

富。同时，硬化、绿化、美化道路，建设村文

化活动中心，改善群众的居住环境，全面提

升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美丽的前柴村美丽的前柴村

本报讯 (记者侯博 通讯员蒋建臣）入秋

以来，永城市认真组织、扎实开展了秋季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应免

畜禽免疫率、耳标佩戴均达到95%，有效控

制了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

据了解，永城市政府高度重视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市长马富国与29个乡镇的乡

镇长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纳入对乡镇政

府的目标管理，作为考核乡镇主要领导政绩

的重要内容。为确保防控工作顺利进行，该

市加大经费投入，今年市财政共预算防控经

费260万元，实际拨付260万元，其中基层防

疫员补助市财政配套80万元，检测经费10

万元，日常工作经费20万元，扑杀经费40万

元，储备金10万元，防疫物资20万元，疫苗

配套资金80万元。

据介绍，该市及时足额购买发放防疫

物资。根据实际需要，市财政分春秋两次

购买针头、针管、药棉、酒精、疫苗冷藏箱等

防疫专用物资，及时发放到防疫员手中。

同时，该市畜牧局班子成员分片包干，抽调

29名技术人员分包乡镇；乡干部和村防疫

员包村。制定了防疫员管理办法，凭耳标、

免疫档案、抗体检测结果对防疫员进行严

格考核，考核时，对每个防疫员所包村及规

模场，随机抽取1个行政村，抽取牛（羊）、

猪、禽血清各5份；抽取1个规模场，抽血清

20份；检查验收结果与防疫员报酬挂钩。

对规模养猪场实行签约式管理，全市规模

养殖场由防疫员亲自上门发送疫苗，监督

免疫注射。

10月26日，台前县打渔陈镇前柴村，一幢幢

别墅式民居新颖别致，一条条整洁的大路延伸至

每家每户，文化广场上设施一应俱全……

“过去，我们村房屋破烂，巷道坑洼不平，垃圾

胡乱堆放。现在好了，连周边村的一些村民也来

这里买房居住。”村民仝凤英自豪地说。

前柴村位于晋豫鲁铁路将军渡黄河大桥附

近，是个黄河滩区村，全村1100多口人，人均只有

几分地。过去由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阴雨

天道路泥泞难行，一到西瓜上市的季节，村民眼看

着成熟的西瓜烂在地里，却难以外运。

“是县里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引领群众走

上了致富路。”前柴村党支部书记丁建国说。

要想富，先修路。面对资金难题，村“两委”班

子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积极协调资金，先

后修建了大小村道12条，破解了村里的交通难题。

建设美丽乡村，产业是基础。村“两委”把村

里200多户西瓜种植专业户联合起来，组建了前

柴村果蔬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册了“前柴”牌无

公害西瓜商标，每年举办西瓜大赛，村民种植西瓜

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收入也大幅增加了。

同时，以辽宁抚顺建筑劳务基地为依托，引导村民

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

村民富了，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也日益

迫切，在村“两委”和全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前柴

村建起了高标准文化大院，一期可容纳60余户的

别墅群建成投用，入住村民300余人，可容纳126

户的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各项配套设施建设也

在有序进行。

“相信随着各项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村民整

体素质的不断提升，未来的前柴村将更加美丽。”

丁建国对村里的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

新)10月28日，位于长葛市大周产

业集聚区内的中原再生资源国际

交易中心鸣锣开市。该中心的正

式运营，为我省再生资源产业走向

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加快捷的

信息通道，也标志着我省再生资源

产业进入了标准化、电子化、信息

化、金融化时代。

据了解，该中心由大连再生资

源交易所与河南金汇集团共同打

造，搭建起了信息中心、交易中心、

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物

流交收中心五大服务体系。该中

心还与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

会合作，结合每日实际现货价格，

打造不锈钢等有色金属中原价值

指数，从而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本报讯（记者杨青）中国（郑

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今日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

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北、山西、

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陕西9省（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活动将持续到11月2日。

据了解，此次产业转移对接活

动以“开放、合作、发展、共赢”为主

题，举办十多项专题活动，包括中

国（郑州）国际智能终端博览会、产

业转移项目签约仪式、区域产业合

作高峰论坛、院士中原行、台资企

业中西部发展交流对接会等。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10月

30日，本报资深记者马如钢编著的

《一滴新闻海》一书出版发行了。

马如钢多才多艺、能写会画、

擅长曲艺。他从事新闻工作29

年，有着丰富的采访和写作经验，

发表新闻作品7000多篇，其中有

33篇获省新闻奖、专业报新闻奖。

他将多年的经验、体会编写成书，

传授给爱好新闻的广大通讯员，是

一件有益的事。

《一滴新闻海》详析了当好一

名通讯员的“要素”，使通讯员少走

弯路，多出作品。

书中“一点通”是此书精华，他

将无形变有形，将复杂化简明，以

故事、实例、所见所闻和体会写成

“一点通”，通讯员一看自通。“一点

通”的写法也是众多“通讯员书籍”

中独具特色的。

此书语言流畅、生动感人、贴

近生活，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一滴新闻海》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讲怎样当好一名通讯员

的“要素”和入门技巧；一部分是他

新闻作品的展示，对通讯员写作具

有启发作用。他从业29年，涉猎

体裁很多，有消息、通讯、述评、评

论、札记等10余个体裁。其特点：

新字突出、主题鲜明、结构严谨、故

事性强。

从作品上看出，他擅长人物通

讯写法，老到成熟、大气细腻、感染

力强、自成一体，他所写的人物能在

社会上引起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马如钢作品，其新闻语言很

有特点，精练准确，如说话，如聊

天，很生活，这在专业记者队伍里

也为数不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委员、

河南日报农村版总编辑韩嘉俊为

《一滴新闻海》写了序。

此书共48万字，由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大河传媒策划“当代河南

记者丛书”选中推出，河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

近日，在汤阴县韩庄镇韩运、

韩平兄弟的“沙澧特”晚秋黄梨采

摘园里，硕果累累。兄弟俩告诉

记者，“沙澧特”优质晚秋黄梨果

实个大、皮薄、核小，风味独特。

据了解，“沙澧特”晚秋黄梨

采摘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中旬，

兄弟二人盼望全省乃至全国的

朋友前往采摘、品尝。兄弟俩的

联 系 电 话 ：13523336068、

13569075036，果园地址：汤阴

县韩庄镇大光村东（刘大路与横

五路交叉口北100米路西）。

帮忙记者秦名芳

电话：13503976779

线索提供：路瑜王计亮

永城市 筑牢秋季动物疫病“防火墙”
全市畜禽免疫率达95%

2014中国（郑州）产业转移
系列对接活动今日开幕

本报资深记者马如钢
新书《一滴新闻海》出版

汤阴晚秋黄梨等您来摘

10月22日，在距享誉全国的名村濮阳

县庆祖镇西辛庄村不足500米的庆祖法庭，

记者见到了张秀林，谈话自然也从十八届四

中全会入了题——

“依法治国，自然就要依法治省、治县、

治乡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80%都在基

层，80%的法官在基层，直接面对广大群众

的也主要是基层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各

项部署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因此，像我们庆

祖法庭这样的基层法院对于依法治国战略

的实现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谦和、

大眼睛、中等个，长相周正的张秀林很认真

地说。

他所说的庆祖法庭辖庆祖、子岸、海通

三乡镇。辖区面积共224平方公里，行政村

有149个，人口16万人。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我们既要立足基

层，贴近群众，司法公开，保证公正高效裁

判；又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一步提高执法

能力，着眼于社会和谐稳定，认真处理每一

起案件，认真对待每一名当事人，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提高政法工

作的亲和力和公信力，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

和信赖！”

一页页翻看几天来的采访笔记，记者对

他的话不仅仅是由衷的赞同，更是由衷的赞

赏。因为，记者心里清楚，他所说的，正是他

做的！

“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维护法律

尊严的使者。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审理的每

一起案件都必须做到为民执法、都必须做到

秉公办案，让当事双方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公

平正义。” ——张秀林

1993年，从政法院校毕业的张秀林被

分配到濮阳县人民法院。作为新人，他主动

要求去基层锻炼。组织上就派他去了离县

城30多公里外的文留法庭。此后，他又在

徐镇、坝头、庆祖法庭工作。濮阳全县共有7

个沿黄乡镇，都归属文留、徐镇、坝头。张秀

林双脚跑遍了黄河滩区的村村落落。渠村

乡的青庄，路南是日夜不休的黄河，路北是

村民的房子。这里处于险工段，每年到了汛

期，河水直接漫到堤腰。记不清有多少次下

过雨后蹚着没膝的水到村里送达或调解。

张秀林显摆说，当年他写的诗《法官老张的

一天》还获得2007年河南省政法干警首届

诗词大赛一等奖呐。

张秀林从书记员、助审员，到审判员、法

庭副庭长、庭长——一路下来，21年的光阴

穿梭而过。从到基层法庭工作的那天起，他

便给自己提出了“越是在乡村、越是要高度；

越是在基层、越是要深度”的目标。他注重

政治和业务学习，经过努力，取得了武汉大

学法理学硕士学位，从而保持了理论上的高

度；他主动放弃回上级法院工作的机会，心

系百姓，因而持续了融入群众的深度。

▶下转第二版

张秀林，男，1971年5月出生，汉族，

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濮阳县人民

法院庆祖法庭庭长、正科级审判员。先

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被

评为全省中原卫士、全省调解年活动先

进个人、全市十佳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

等，获得三十多项荣誉称号，所在法庭多

次被评为濮阳市优秀法庭。曾获河南省

政法干警首届诗词大赛一等奖，第二届

全国小说笔会优秀奖。

坚守偏远基层法庭21年，审执结各类民事案件2700余件，无一错案。判决案件近900件，
上诉20余件，无一发还，无一改判。诉前调解各类民事纠纷170余起，案件调撤率达67%以上，
全部做到案结事了。他就是濮阳县人民法院庆祖法庭庭长——

人物档案

10月29日，在确山县竹沟镇西王楼村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羊选

美大赛”，吸引十里八村的乡邻们前来观赏。最终，西王楼村的6只“最美

山羊”在比赛中胜出。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段阳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