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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通讯员李霞）深秋

时节，在孟州市化工镇“鸿基农牧”公司，记者

领略到了该市现代农业发展的侧影：该公司

集种鸭饲养、鸭苗孵化、肉鸭饲养、屠宰加工、

肉食品深加工、熟食制品加工、饲料加工、羽

绒及羽绒制品加工于一体，产供销一条龙的

国内大型肉鸭饲养加工企业，辐射带动农户

100多家。

据了解，目前该市有农产品加工企业216

家，其中省市级龙头企业25家，玉米深加工企

业17家，仅年销售收入超亿元以上的“农业旗

舰”就有6家、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34家。

该市市委书记魏超杰说：“我市把培育龙头、

集群发展、规模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抓手，并抓出了成

效。”

大批龙头企业成为带动现代农业产业化

经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力军。

目前，孟州每年小麦、玉米的年加工能力和就

地转化率分别达到了38万吨、200万吨和

60%、98%，粮食深加工年销售收入达40多亿

元。农产品加工正在向深度、广度进军，金玉

米、广济药业等企业，已经迈向生物科学新领

域，采用物理、化学方法，发酵工程等一系列

新工艺、新技术对玉米进行深加工，拉长了产

业链条，带动了当地粮食深加工业、饲料等相

关行业的发展。

十大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

程。该市重点培育了小麦高产创建良种繁

育、陵区苹果等十大产业集群，每个产业集群

都有动力十足的“动车组”牵引，规模做大，链

条拉长，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例如，以麦

丰、田丰等种植合作社为依托，发展小麦高产

创建集群；以高端岗等苹果合作社为依托，在

西部丘陵区发展苹果种植集群；以地宝、广德

等合作社为依托，在黄河滩区发展药材种植

集群等。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

提。该市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新

路子，通过土地流转，53％的耕地已经集中到

农业公司、合作社、种养大户手中，成为拉动

孟州现代农业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截至

目前，该市土地流转面积20.15万亩，占全市

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53%。集中连片100

亩以上规模经营达11万亩，千亩以上规模经

营达3.5万亩。土地流转催生了种养大户223

家，家庭农场30多家。

该市现代农业的飞速发展，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军农业领域，一些地产、经

商老板纷纷转向农业生产，成了发展现代农

业的新生力量。如今，该市千亩以上的企业

有9家，500亩以上的企业有13家。龙头企

业带动、产业化集群发展、土地流转规模经

营，使该市合作社和种养大户井喷式涌现，为

推动孟州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

持。

郏县姚庄回族乡礼拜寺村青年王晓磊因

病脑瘫。27年来，母亲牛枝默默地诠释着慈

母大爱。

10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牛枝的家里时，

她正在给坐在轮椅上27岁的儿子王晓磊一口

一口地喂饭。看着儿子吃得很香，牛枝的脸上

洋溢着满意的微笑。丈夫王军义激动地说：

“孩子能有今天，多亏了有一位好妈妈！”

1987年10月，牛枝顺利生下了一对双

胞胎男孩。两个孩子的呱呱坠地给这个家

庭增添了无限的欢乐，然而没过多久，一层

阴影就笼罩在了他们夫妇俩的心头。出生

后的王晓磊哭声微弱，容易受惊，手心紧握

不能张开，8个月的时候还不能坐起来，他的

双胞胎哥哥却活蹦乱跳的没有一点异样。

家里人不放心，就带小晓磊去医院检查，才

得知孩子因破伤风患上了脑瘫。检查结果

出来那天，王军义抽了一晚上的烟，最终红

着眼说要放弃这个娃，在一旁抱着孩子哭了

一晚上的牛枝当场就急了：“不行！娃是我

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养我养！”

牛枝放弃了在宝丰县闹店镇的教学工

作，回到家里专门照顾儿子。白天，她每天

都抱着儿子。儿子不会张口吃饭，她就一口

一口地喂给儿子吃。为了防止儿子生褥疮，

牛枝每天坚持多次为他按摩、擦洗身体，时

常保持儿子皮肤清洁。晚上，牛枝一直守护

在儿子的身边，为他翻身、接大小便。不管

是酷夏还是严寒，她每天都为儿子洗尿布，

然后晒干待用。随着王晓磊一天天长大，为

了让他开口学说话，她每天逐音逐字地不厌

其烦地教。在牛枝的坚持下，王晓磊慢慢地

能够说出清晰的日常用语。

为了儿子，她还学会了输液，以避免儿子

在深夜病情发作时得不到及时医治。

“无论我受多大罪，吃多大的苦，只要每

天看着儿子的笑脸，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

福。”牛枝说。如今，她的儿子已经27岁了，她

也走过了人生的52个春秋。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

员刘畅）10月29日，记者从漯河

市畜牧局获悉，该市将以生猪规

模养殖场为重点实施对象，兼顾

肉牛、奶牛、肉羊、家禽等其他畜

禽规模养殖场，通过3年的创建，

力争到2016年，全市培育年出栏

生猪5000头以上的农牧结合生

态牧场150个以上，实现全覆盖。

据悉，漯河市畜牧业当前正

处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既面临产业融合结构调整的大

好机遇，又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的巨大挑战，把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列为主要任务以确保该产

业稳健前行，已成为漯河自上而

下的共识。

为此，漯河市早在今年初就

将生态畜牧列为全市“四大工

程”之一，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

化生产、无害化处理、生态化循

环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方向，并实

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

用、激励引导等一系列措施，大

力推行畜禽废弃物源头减排。

值得一提的是，漯河市今年

被确定为全省生态循环畜牧业

试验示范市，而这也并非偶然。

自去年以来，该市生态畜牧业就

已向前迈出稳健的一步，通过宣

传动员、强化督导、技术培训等

得力措施，有26个农牧结合养

殖场通过验收，极大降低了粪污

治理、购买化肥、人工施肥浇灌

等成本投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去年发展的基础上，今

年，漯河市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

标：利用3年时间，规模养殖场

实现生态全覆盖；年出栏3000

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全部

实现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全市

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90%以上

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

员李叔亭）眼下正是霜降时节，

气温骤降，在位于巩义市鲁庄镇

小相村的野菊花种植基地，满园

金菊傲霜怒放，香气扑鼻，十几

名农家妇女手挎提篮，穿梭在半

人高的菊花地里采摘菊花，一副

秋深人勤采菊忙的喜人景象。

据小相嵇含园野菊花种植

合作社负责人李金土介绍，近年

来，小相野菊花先后荣获“河南

省十二五最具潜力品牌”、“河南

省无公害农产品”等荣誉，小相

野菊花誉满巩义，知名度越来越

高，特别是今年小相野菊花参加

了上海国际茶博会并获金奖后，

更加坚定了小相人开发野菊花

产业的信心。

“现在正是摘菊花的好时

候，除了大家可以自发到园内采

摘，我们还向群众收购在山上、

崖边采摘的野生菊花，让群众增

加一项收入。”李金土说。这些

看似很普通的菊花，在经过精

拣、杀青、蒸制、晾晒等数道特殊

工序之后，制作出的菊花茶在市

场上很受青睐。“做成礼品盒后，

每盒两包，重量不到三两，却能

卖到四五百元。”李金土说。

“今年，我们计划在小相村

流转土地300亩，对小相野菊花

进行大田种植，充分利用我镇独

特的气候、地域、水土，让这种神

奇而又普通的菊花变成撑鼓农

民腰包的财富，打造我镇的小相

野菊花产业。”谈及小相野菊花

的发展，鲁庄镇党委书记王乾玺

表示。

开封市金明工商分局

多措并举促效能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开封市金明工商分

局深入推进“两转两提”和开展“服务质量提

升年”活动，多措并举，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有力促进了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该分局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工商法

律法规，针对不同岗位执法人员进行网络

岗位技能培训，并按照市工商局关于严明

作风纪律的若干规定，整顿会风、作风，严

格考勤签名制度。

该分局督导组还每周通过暗访、抽查、

突击检查等形式，对机关股室和各工商所

的工作状态、作风纪律进行检查，切实解决

作风粗暴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提高了行

政效能。 （刘晓东）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伦红国）“现在俺农民购买农

机，国家不光有补贴，领取农机

补贴也少了很多麻烦，再也不

用跑远路出远门了，在家门口

就办理好了，即使少带了手续

也能立马回家取齐，既省了路

费又节约了时间，让人感觉心

里暖暖的。”10月30日上午，在

汤阴县古贤镇农机补贴机具发

放现场，刚刚办理完农机补贴

手续的古贤镇古贤村农民王新

红对记者说。

汤阴县农机局副局长孟祥

照介绍，今年，汤阴县共争取第二

批秋季补贴资金704万元，将用

于补贴农机具12大类38个小类

105个机具品种，惠及全县10个

乡镇，180余家农户。在农机补

贴过程中，呈现出两大亮点，一是

今年补贴种类增多，除传统的农

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外，粮食

烘干机械、农用植保航空器和秸

秆打捆机等新型重点推广机械也

纳入补贴范围；二是农户办理手

续更加方便，该县结合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创新工作方

式，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群众

意识，通过组织精干人员，深入到

各乡镇发放补贴机具，使发放时

间由原来的1~2个月缩短为8~9

天。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中心携手滑县慈善总会为滑县21个乡镇的51名食管癌贫困患者发放了慈善救助金，每人2000元，共计10.2

万元。 本报记者秦名芳摄

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集聚发展 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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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规模养殖场
三年实现生态全覆盖

巩义市鲁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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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为正能量正能量代言代言

滑县 10万善款救助贫困食管癌患者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朝锋孙书贤

“亲民法官”张秀林
上接第一版

2011年，张秀林审理了一起校园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案，案情很简单：乡防疫站工

作人员到一所小学注射疫苗，小军（化名）

用废弃的针管吸了墨水泚射同学，针头不

慎脱落，扎伤了小敏（化名）的左眼。于是，

小敏的家人就将学校、防疫站和小军诉至

法院。

但处理起来却很不简单——

小学校长说：“学校没责任，也没钱，如

果判学校赔偿，到时候你们就拘留我吧！”

防疫站站长说：“我们也没责任，使用

过的针头等废弃物已在学校掩埋，副校长

可以证明，伤人的针头不是我们的！”

小敏的家人多次跑到法庭，表示如果

不能尽快拿到钱，他们就去上访，就锁学校

的大门！

小军的大伯是法庭所在乡镇的领导，

他找到张秀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可是要

天天见面的，法庭有困难你说话！”

这一下，作为庭长的张秀林的压力就

来了。为了让各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也为

了不影响孩子们学习，张秀林就利用星期

天叫上小学校长和防疫站站长，挖开掩埋

的土，让站长仔细清点里面的针管和针头，

结果：针管和针头比事发当天使用过的少

了10多支。张秀林又找到小军的大伯，说

案情、讲法规，终于，取得了他的理解和支

持。随后，他又找到小敏的家人，耐心劝

导，要他们相信法律，相信法庭。

最终，当事方都服从法院依法作出的

判决——三被告共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万

余元。判决后，三被告主动履行了赔偿款，

原告方也很满意。

“百姓的事天大的事。法官必须学会

换位思考，体谅群众疾苦，尤其是困难、弱

势当事人，更要从感情上给予更多关注，从

精力上给予更多倾斜，从而让人民群众真

正感知到司法的温暖。”

——张秀林

多年来，执行难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也成了困扰法官的一个难点。

2012年夏天，庆祖法庭辖区内的老杨

等10人在李某的工地打工，辛辛苦苦干了

一个月，却拿不到工钱。老杨他们就将李

某诉至庆祖法庭。经张秀林调解，李某答

应月内付清欠款4.6万元。一个月后，李某

却没了音讯。于是，张秀林就把这件事放

在了心上，常常在巡回办案、走访群众的间

隙，多方打听李某的情况，可就是没有他的

下落。

腊月的一天，老杨等人急匆匆赶到法

庭，告诉张秀林，他们查找到了李某的确切

消息：在鹤壁开了一家小镁矿。而此时张

秀林的孩子正患病住院，高烧不退，一直未

能查明病因，医生建议到郑州做进一步检

查。快过年了，返乡的农民工也掀起了新

的一轮诉讼潮，法庭的每位法官都在加班

加点，根本抽不出人手。张秀林为难了，最

后，他的情感天平还是倒向了老杨他们一

边——10个家庭正指望着这笔工钱过年，

决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再流泪！狠狠心，

他把妻子和孩子送上去郑州的客车，自己

转身就去了鹤壁。但是，在鹤壁市工商局

所有的镁矿档案中，居然查不到李某的信

息。短暂的犹豫后，他下了决心——进山，

一家一家找，哪怕是大海捞针，也一定要找

到被执行人！于是，他们开车进了山沟，渴

了，喝口水；饿了，啃包方便面……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第四天中午，终于找到了被

执行人。面对他的无赖行径,张秀林义正

词严：“农民工的血汗钱你必须还！开这样

的矿至少要一百万元，这个矿有没有你的

股份，我已调查得很清楚，如果你还不付农

民工工资，法庭就把你列入老赖黑名单，不

仅要公布于众，你还要因此负刑事责任！”

最终，李某极不情愿地付清了欠款。

清完欠款，张秀林马不停蹄赶回濮阳，

第一时间把钱发放到杨某等人的手上。老

杨等人既兴奋又感动：“为了给俺要钱，您

连孩子都顾不上，您看俺比看自己的家人

还要重啊！”

老杨他们离开后，张秀林急忙赶往车

站，坐上最后一班开往郑州的大巴，连夜

赶到医院，刚刚苏醒的孩子看了他好一会

儿，才认出他：“爸，真的是你呀！你怎么

才来啊！”他紧紧抱住孩子，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

“作为法官，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来办，你说的话老百姓才听，处理的结果

老百姓才信服。”

——张秀林

“基层的事儿看起来都不大，婚丧嫁娶，

邻里纠纷，民间借贷，打架斗殴等，但在百姓

眼里全是天大的事，他们可能一生就打这一

次官司，案子处理好了，不但当事人，就是周

围的百姓也会对法律有信心。所以，法官眼

里百姓的事没小事。”张秀林提高了嗓音。

2013年6月的一天，张秀林正在法庭

值班，一位满脸泪痕的老大娘找上了门，进

门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他急忙将

老人扶起并搀到沙发上细问因由。原来，

老人的丈夫去世了，两个儿子成家后，老人

就轮着在孩子家住。不承想，老大家竟将

她安置在堆放杂物的偏房内住。老人因此

和大儿媳发生了争吵。为了讨个说法，伤

心的老人哭着走了五六里地来到法庭找到

了他。

看着哀伤的老人，张秀林想：老人能来

法庭就是信得过咱，法官不能只想着结了

多少个案子，还要真心地替老百姓排忧解

难。于是，他开着面包车将老人送回村。

进村后，他先把老人在小儿媳家安顿好，然

后就去了大儿媳家。没料到，他刚说明来

意，对方就一口回绝。看一时半会儿做不

通她的工作，张秀林便给老人的大儿子打

电话。大儿子说他在外地打工，回不来！

张秀林不死心，又叫上村干部和家族长给

大儿媳做工作，但是，依然谈不拢！怎么

办？大儿媳不是口口声声说让老人住偏房

是为了女儿吗？于是，他专程去找老人的

孙女，长时间交谈后，通情达理的孩子被说

动了。按照约好的时间，他和孩子一起回

到她家，孩子说她妈：“你看法官叔叔都操

心奶奶的事，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和奶奶

住一起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老了让你去住

破房子你乐意吗？”一句话问得她妈妈红了

脸。第二天，母女俩高高兴兴地把老人接

回了家。

记者看到张秀林早期的一篇日记：

1994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文留法庭做书记

员时，到辖区内距法庭10多公里的王称堌

乡送传票。那天下着雨，黄河滩区小路上

的土很黏，一下雨便往鞋上粘、往自行车的

前后瓦内塞，塞实后自行车便动弹不了。

往回的路上，我就用带来的树枝清理车瓦

内的泥，雨水打着脸，我推着自行车艰难地

前行，走了没多远，车瓦内又塞满了。我正

发愁时，附近村老支书和一个当事人被告

军勇（化名）来了，老支书大声说：“这天真

是后娘的脸，说变就变。小张，俺知道你没

走多远，怕这雨天泥路为难你。”他俩把送

来的雨衣给我披上，然后抬上我的自行车

就走，都打着赤脚，拄着木棍，走了近一个

小时才走出了滩区、上了大堤。老支书帮

我把车瓦内的泥清净后，看我骑车走人，他

们才回村。当时我想，在基层真好、真有意

思，以后我就扎根基层法庭干了。

“从没想过要回县里。”试着问张秀林

是否想过离开基层回县里或市里。“只要身

体和精力允许，能干到啥时候就干到啥时

候。我工作很顺手，也太喜欢当地的百

姓。真让我走，腿都迈不动呀！”张秀林说

话时把目光移向了远处的黄河。

记者深信，一位公正勤勉的法官，若是

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与信任，胜过一打宣言。

正阳县

千名干部无偿献血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瑞琪）

“风雨无情人有情，无偿献血献爱心”。连

日来，正阳县千名干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传递社会正能量。

10月是驻马店市公务员献血月，为做

好全县公务员献血工作，该县向全县党员干

部发出了无偿献血倡议书，倡议书一发出就

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

主动来到献血车前，自觉排好队，奉献爱心。

亲亲我的宝贝

▲

郏县姚庄回族乡礼拜寺村52岁妈妈牛枝
放弃教学工作在家精心照料脑瘫儿子2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