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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退伍军人孙超辉

种草莓的苦与乐

6版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八大亮点：

不让农民利益受损

今日导读

4版

年底频现农民工“讨薪潮”
清欠工资尚需加大力度

迎着冬日暖阳，记者走进唐河县桐寨铺镇肖堰村，

只见村间道路宽敞通达，农家庭院整齐鲜亮，文化广场

设施齐全，该县首批建设的65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呈现

出一幅清新整洁的优美画卷。

生态宜居环境美

唐河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和新农

村建设的提升工程，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着力改

变农村面貌，加快富民产业发展。肖堰村是唐河县美

丽乡村四个先行示范村之一，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环

境综合治理、污水处理、垃圾填埋、道路硬化、空地绿

化，村内亮化净化等基础工程建设。谈起村里环境的

变化，村党支部书记吴太法难掩内心的喜悦：“早几年，

村内道路狭窄坑洼，垃圾堆满道路，老百姓再有钱，生

活也不幸福。自从建设美丽乡村以来，道路平整了，环

境变好了，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

自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来，唐河县以“三清三化”

为突破口，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积极探索垃圾不

落地、晾晒粮食不占道、卫生保洁专人负责的长效管理

机制，建设村内垃圾收集点268个，购置垃圾清运车

120余辆，使乡村整体面貌得到了明显改观。

兴业富民生活美

在唐河县城郊乡万亩连片蔬菜基地，记者走进一

座温室大棚，菜农李国安正在采摘反季节茄子。见到

记者，他擦掉手上的泥巴，站起来笑着说：“俺这两亩多

茄子已经卖了6000多元，春节前后还能再赚一笔。”

唐河县把兴业增收富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根

本，依托地域和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蔬菜瓜果、畜牧水

产、苗木花卉等特色高效农业，形成了“一村一品、多业

并举”的良好格局。

目前，该县已形成岗柳万亩现代农业园、少拜寺镇

3000亩烟叶示范基地、城郊乡万亩蔬菜示范基地、桐

寨铺3000亩红薯示范基地等特色农业基地，一大批像

桐寨铺镇肖堰村、城郊乡果园村、湖阳镇陈营村等特色

鲜明、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喷涌而出。

此外，该县还新引进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农业龙

头企业5家，新发展省级龙头企业3家，新发展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近400家，引导农民发展规模经营，促进农产品

转化增值，带动农户提高收益。

如今，置身唐河农村，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文化惠民工程遍地开

花，特色产业助农增收致富，一幅整洁、富裕、文明的农村新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我在河南日报农村版上看

到汝南县儿童小郭浩患肾病综合

征的消息啦，几年前我的孙子也

得过这种病，我们在周口一家医

院治好的，不知道对这孩子是否

有帮助……”1月19日，开封市的

一位老先生给帮忙记者打来电

话，为小郭浩推荐治疗医院。

1 月 14 日，本栏目报道了

汝南县三门闸街道付庄组6岁

儿童郭浩身患肾病综合征，两

年住院16次，欠债近10万元的

消息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1月18日上午，驻马店福宁

物业公司经理郭文清、驻马店万安

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宝囊、河

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经理唐长

友等爱心人士专程赶到汝南县人

民医院肾内科，看望小郭浩，爱心

人士还为小郭浩送去了9000元

现金和5000元购物卡。读者朋

友，如果您想帮助小郭浩，请与付

先生联系，电话：15649558434。

帮忙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于

电话：13033803388

1月19日，孟州

市志尚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工人们

在向育秧盘里移栽

西蓝花苗。据了解，

该合作社每年培育

蔬菜苗三茬，全年出

苗约450万株，可发

展 蔬 菜 种 植 1500

亩，仅育苗一项收入

就 达 80 万 元 。

本报记者 杨远

高通讯员张娟摄

“我们是留守儿童，我们的家就是学

校。在这个大家庭里，一切免费，我们吃得

好、住得好。在这里，我还学会了互帮互

助。”这是13岁的张亚飞在作文《我是留守儿

童，我快乐》中写的句子。

张亚飞所说的“大家庭”，就是范县高码

头镇第一小学。在这个“家”里，一共有310

名学生，年龄在10岁至14岁间，全部是留守

儿童，有些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有的是孤

儿。学校的老师就是他们的“家长”。

据了解，这所学校是2014年9月秋季开

学时新成立的。说起建这个学校的目的，高

码头镇中心校校长许正贤表示，就是为了给

高码头镇的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园，

让外出打工的父母们安心。

1月13日，记者探访了这所濮阳市唯一

的封闭式免费寄宿制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310名学生吃住全部免

费（免学杂费、课本费，每名住宿生每人每天

补贴4元钱），学校的所有老师和食堂工作人

员的费用，均由县财政拨付。

上六年级的辛修强今年14岁，父亲常年

在外打工，母亲不知所踪，73岁的奶奶是他

唯一的依靠，校长钱正国得知情况后，把他

从家里接过来上学，悉心照料。目前的辛修

强，体重比刚到校时增加了20多斤，性格也

变得开朗了。当记者问辛修强在学校怎么

样时，他腼腆地说了一个字：“好。”

来到二楼的一个学生宿舍，床上的被子

叠得方方正正，窗台上整齐摆放着洗漱用

具，门口墙上还贴着一张学生值日表。该校

品德老师赵丽杰说：“这都是孩子们自己做

的，刚开始有些孩子不会弄，教了几天，现在

每个人都干得特别好。”

看到宿舍里最前排的一张床铺是独立放

着的，记者很好奇，赵丽杰介绍道：“这是我们

教师的床铺。”原来，学校的每个宿舍都有一

名老师专职负责，上课时，他们是孩子的老

师，下课后，他们就变成了孩子的“家长”。

在这里，没有差生和后进生，有的只是

“待优生”。钱正国说：“成绩差一点的学生，

我们要多鼓励他们进步。”正是因为这种全身

心呵护，310名学生在这里生活得健康、快乐。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老师的

付出。36岁的钱正国，家虽离学校只有四五

里地，但他却天天守在学校，几乎没回过家；

5个从外地来的特岗教师，因天天陪着孩子，

甚至没有机会到县城去逛一逛……

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像家一样的学校在

当地就出了名，有很多留守儿童也想来这里

上学，但由于学校师资有限，一时无法接

收。为解决这一难题，许正贤积极向当地教

育部门申请，获批今年下半年就能再建一座

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宿舍。提起这些，许正贤

激动地说：“到时候，这个‘家’就能有更多的

孩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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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委书记作为党

治国理政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压力很大，责

任很重。总书记的讲话充满深情、语重心

长，饱含了对焦裕禄同志的无比敬仰和对

“一线指挥官”的关心厚爱，使我们倍感温

暖、备受鼓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就是要紧密结合郏县实际，自觉践行“四

有”要求，加快推进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富民

强县。具体工作中，一要始终做到心中有

党，把牢政治方向。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

纪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

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始终

做到心中有民，造福一方百姓。县委书记这

个岗位是为群众干事业、谋福祉的岗位。要

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追求，常思入党为什

么、当官图什么、用权干什么、身后留什么，

要坚持民生为先、为民惠民。三要始终做到

心中有责，积极主动作为。做县委书记就要

谨记“为官避事平生耻”，“肩膀”要有力、要

能扛、能负重。当前，郏县要按照坚定“根本

取向”、完善“根本路径”、强化“根本遵循”、

突出“根本要务”四个根本的要求，提升产业

集聚区、商务中心区、新型农村社区、现代农

业园区、文化旅游区“五区”建设的水平，建

设富裕文明、生态宜居、平安幸福的新郏

县。四要始终做到心中有戒，树立清廉形

象。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

廉洁用权，争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清白做人、干净做

事、坦荡为官，决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

的期望。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党校

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畅谈交流“县

委书记经”，尤其是提出的“四有”要求,不

仅为县委书记提高自身修为指明了前进方

向,也为更好履职尽责提供了根本遵循。

卢氏与兰考东西相望，多年来一直深

受焦裕禄精神的激励和滋养。下一步要

继续以焦裕禄精神为指引，努力争做焦裕

禄式的县委书记，让党和人民放心、信赖。

县委书记是否合格，关键就看是否有

担当这副“铁肩膀”，心随责走，责随职走，

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不达目的不

罢休。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卢氏扶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不让一户困

难群众掉队，与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社

会，这是总书记的嘱托、老区人民的期盼。

作为班长，自己倍感责任重大，决心带领全

县干部群众只争朝夕、加速发展。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枕戈待旦，始

终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守清正廉洁的底

线，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对“糖

衣炮弹”和“四风”保持戒备，做到清清白

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努

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习总书记的座谈讲话，为我们指明了

方向，增添了动力。下一步，我们将认真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团结一致，务实重

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建设

“生态旅游名县、特色农业强县”总体定

位，全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加快建设

富裕开放和谐美丽新卢氏。

1月18日上午，宜阳县城关镇西街学校泥塑创作馆内，该县美术家协

会会员赵宏涛在向学生们传授泥塑技艺。新年伊始，该县组织文艺协会

骨干深入学校、社区，把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 冯荣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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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马伏娴左立

郭浩病情引关注 爱心人士伸援手

310名留守儿童一个“家”

2014年9月成立的范县高码头镇第一小学，接收了310名留守儿童在这里免费就读、生活，这里不
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孩子们温暖的“家”——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段利梅

郏县县委书记张国晓：

敢挑重担 不负众望 只争朝夕 加速发展

孟州
蔬菜育苗
年入80万

卢氏县委书记王战方：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张晓慧）眼下，又到了香菜丰收的

季节，刚一上市价格就在每斤 2

元左右浮动，这让滑县高平镇东

起寨村种植大棚香菜的群众喜不

自禁。

“我这一个三亩地的大棚，这

一季香菜按现在的菜价能卖到三

万元呢，而且只是三个月的时间。”

1月19日，在大棚里铲香菜的李世

江告诉记者。

去年9月底，他拔了豆角秧，开

始整地种香菜，到现在三个多月，

快过年了，正赶上卖香菜的好时

候，香菜价格一路攀高，低时5元一

公斤，有时高达6元一公斤，一亩地

可收3000斤到4000斤。

年关临近，整个村子都洋溢着

香菜的香气，让全村的菜农们着实

发了“香菜财”。

滑县农民

种香菜发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