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20日 星期二2 综合新闻 编辑∶王睿 电话：0371-65795710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王姝

农村版

“我为什么放弃北京10万元年薪返乡种

菜，因为我对家乡和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我相信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1月18

日，在商水县平店乡境内的“商水县鑫园种养

合作社”，记者见到了合作社理事长王争林，

他满面笑容地向记者吐露了心声。

今年43岁的王争林，是商水县平店乡周

王村村民。他20多岁开始在北京创业，经过

十多年打拼成了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副

总经理，年薪12万元左右。2011年6月，他

返乡投资创业，注册成立“商水县鑫园种养合

作社”。近四年来，他围绕特色叶菜种植，跨

村跨乡流转土地3000多亩，发展无公害蔬菜

种植基地5个，建造各类温棚、冷棚、小拱棚

1200多个，年创经济效益300多万元。

“我在北京新发地，先从普通保安干起，

空闲时间不断了解学习蔬菜批发管理经营之

道，从保安队长到经理助理，再到副总经理，

‘门外汉’逐渐变成了‘行内通’，务工小有成

就后我就没有留恋京城，因为我拥有了一定

的资本和技术，完全没有了‘隔行如隔山’的

担忧……”王争林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起了

他的创业经历和背景。

在王争林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几个叶菜

种植基地。温暖如春的大棚内种植着芫荽、生

菜、油麦菜等20多个叶菜新品种。基地一角的

冷库旁、该村计生协会帮助组织的留守妇女钟

点工正忙着分拣、过称和包装，院内停放着几辆

拉运蔬菜的大卡车，一派热闹兴旺的景象。

“你别看我这些叶菜现在在这儿放着，说不

定明天一早就成了郑州、北京市民餐桌上的美

味佳肴……”王争林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

种的全部是无公害叶菜，风险小于块茎作物，一

方面与当地大型超市签订了一批合同，另一方

面，一部分蔬菜直供北京新发地、郑州毛屯等大

型蔬菜市场，基本上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父老乡亲

从繁重的耕种劳动中解脱出来，让更多农户

和我一块增收致富，让全省全国更多的市民

都吃上我种的无公害优质叶菜，我要做‘中原

叶菜大王’、‘全国叶菜大王’……”问及其未

来的梦想，王争林侃侃而谈、信心满满。

1月19日，洛阳铁路供电段洛北供电车间工人在对洛北站场北岔区分段绝缘器进行更换。为确保春运安全，该供电段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集中力量对关键处所、关键设备逐一排查整治，消除设备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樊中林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葛泽周高

一麟）“2012年、2013年，我种的十来亩西瓜、

玉米和辣椒全部被水淹了，水到膝盖深，一下

子损失了好几万块钱，就因为地里的水排不

出去。”1月15日，记者在太康县板桥镇双陵

寺村采访，村民单永春告诉记者，“如今，县里

对穿村而过的黄水沟疏通清淤，以后再也不

担心了。”

离农田不远就有河道，但多年未清淤。

旱了，河里没水，浇地成了颇费周折的难事；

雨下多了，村里、田里的积水过膝，排水成了

让人坐卧不安的闹心事。这是过去太康县西

部黄水沟沿岸许多农民曾遭遇的窘境。

目前，多辆大型机械正忙着对黄水沟底

淤泥进行清理。这次清淤治理将有效解决沿

线行政村近4万亩耕地的引水补源和除涝问

题。

2014年，太康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干

旱。为补充水源，该县政府出资300多万元，

引水近400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源缺乏

的局面，实现了全县粮食生产“十连丰”。

入冬以来，太康县总结抗旱工作的经验

教训，着力疏通灌溉的“最后一公里”。充分

利用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开

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竞赛夺

杯活动。2014年，全县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资金3亿多元，着力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重点沟渠治理、农村安全饮水、面上农田

水利四大工程。截至目前，该县共新打机井

8590眼，新建桥梁1226座；治理板桥镇、常营

镇境内的黄水沟等740条沟渠910公里；逊母

口镇等13个乡镇的安全饮水工程如期竣工，

使广大群众喝上了“放心水”、“安全水”。

高山之巅，贫穷落后，但王长山在这里已

工作了38年。

今年59岁的王长山是鲁山县背孜乡东山

村人，他上课是老师，下课是厨师，午休是保

姆，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学生和乡亲们

的认可，被评为2014年度“鲁山好人”。

王长山长期在鲁山县西北贫困的深山区

工作。2007年后，由于人口流动，学校只剩下

十几个学生，教师只有王长山一个人。学生

们分布在距离学校两三公里以外的自然村，

家校距离远，交通不便，学生年龄又小，一般

中午得带干粮。

“看着学生们中午吃干粮喝凉水，我实在

心疼。”于是，他决定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五六

百元钱，义务给学生做饭。

作为一人一校，赶集、挑水、灌气、做饭，

全都是他一个人，做饭也不简单。学校到街

上有两三公里路，去买菜时碰上雨天，他的老

年车没有篷子，淋得浑身湿透；雪天，开不成

车，得步行，摔跤的次数数不清。遇上恶劣天

气，他只有牺牲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赶集买东

西。几年下来，王长山的老年车轮胎换了又

换，补了又补。可因为有了王长山老师这个

厨师，孩子们吃上了热菜热饭，学习热情也高

了，文化课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乡亲们都夸

王长山老师这事做得好。

王长山还有个“扁担老师”的雅号。

东山学点海拔较高，吃水困难，平时石洼

井里还能渗出几桶水，旱天就不行了，需要到

更远的地方去挑水。王长山从教38年，用着

一根扁担和两个桶，一直坚持不懈地为学生

们挑水。多年来，水桶不知用坏了多少个，扁

担不知修了几次，王长山也被人们称为“扁担

老师”。直到2013年11月，有爱心人士捐赠

5000元建成饮水工程后，这根扁担才彻底下

了岗。

一到孩子们午休时间，王长山又成了细

心的保姆。学生们趴在课桌上休息，他趴在

讲桌上休息。其实，哪能睡踏实呢！王长山

生怕孩子们睡着了摔倒，一会儿扶扶这个，一

会儿挪挪那个。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情绪不太

正常，他就及时询问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

生病、发烧了，还要看医生喂药，如果哪个孩

子不小心划伤了，他还要及时包扎。由于劳

累过度，2012年2月，王长山患上了脑梗死，

在医院治疗期间，他却始终放心不下孩子们，

只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到了学校上

课。“当时，一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

睛，我顿时觉得病也好了许多。”王长山对记

者说起这些事，乐呵呵的。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马秀勤）“我

原来只要求赔偿1800元，医院不愿赔偿，通

过法律援助却获得了1.6万元的赔偿，简直不

敢相信！”1月16日，刘大娘在收到灵宝市某

医院赔偿的1.6万元现金后，专程来到该市法

律援助中心，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

原来，今年61岁的刘大娘是灵宝市阳平

镇人，两年前受雇到灵宝市某医院从事保洁

工作，商定每月950元工资。2014年2月10

日，刘大娘在工作期间行走不慎摔倒，造成右

手腕受伤，该医院给刘大娘做了石膏固定，后

伤情被诊断为“右尺桡骨远端骨折”。在刘大

娘要求该医院赔偿时，院方答应赔偿1800

元，后却以领导不同意为由拒绝赔偿。刘大

娘遂来到灵宝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援

助。

通过委托司法机关鉴定，刘大娘的伤情

构成十级伤残。经过深入调查，法律援助律

师取得了刘大娘受雇为该市某医院打工保洁

并在工作期间受伤的证据，并将该医院起诉

至灵宝市人民法院。灵宝市人民法院采纳援

助律师意见，一审判决该医院与刘大娘之间

形成雇佣关系，刘大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

伤，该医院应当赔偿，判决该医院赔偿刘大娘

各项损失20049.95元。

该医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经三

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该医院2015年1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刘

大娘赔偿款1.6万元。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

员冯俊超）1月16日，第二届“感

动登封十大人物”评选颁奖晚会

举行。此次评选活动历经78天，

最终评出的本届“感动登封十大

人物”分别是：见义勇为、救助危

难的姐的出租车司机王洪宙；爱

岗敬业、风雨无阻的电业检修工

人王铁牛；让生命延续、无偿捐献

孩子器官的冯金良夫妇；至诚至

信、行万里还一碗黄豆情的陈怀

军；认真负责、以心换心的社区民

警甄晓鹏；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女

友的90后小伙贺金峰；悬壶济

世、不求回报的村医李金西；大爱

无疆、收养百名孤儿的武术教练

刘刚；无私奉献、扎根山村的小学

校长王慧玲；攻难克艰、为20万

人民解决饮水问题的水利工程施

工队。

据悉，“感动登封十大人物”

评选活动为两年一届，本届“感动

登封十大人物”是从2013年和

2014年两年中记录的280名“登

封好人”中选出。

武陟县发改委

去年争取政策性资金
1.2亿元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通讯员何京辉许

栋林）近日，记者从武陟县发改委获悉，该县

抢抓国家政策性机遇，争取政策性资金工作

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全年共争取上级政

策性资金1.21亿元，居六县（市）第一。

据该县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在这批资

金中，中水回用项目获中央资金1200万

元；谢旗营、乔庙、大封、西陶四个基层派出

所作为全省示范，获政策性资金支持348

万元；农场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获中央资金690.32万元；田间工程建

设项目获上级资金1777万元。

新安县农村信用联社

岗前培训促员工节俭
本报讯“你看，我们下午的培训资料

是用废纸印的。”

“都说信用社是有钱单位，怎么一张纸

还正反两面用，有的还是用废纸！”

1月12日，新安县农村信用联社对今

年新招的员工进行上岗前的业务培训，中

间休息时间，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议论纷纷。

为培养新员工的节约意识，该联社决

定将单位沿用多年的办公用纸双面用的好

传统，运用到新员工的培训中，将一部分内

容打印到了废纸上。

一名参加培训的员工说：“树立勤俭节

约意识不仅仅是降低运行成本的需要，更

是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要求。” （蔡战伟刘功银赵贯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武鹏亮）

作为我国现存唯一一处州署建筑遗存、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州府衙文物管理处

于1月14日在许昌市正式揭牌成立。

许州府衙位于许昌市老城区，现仅存三

堂和后庭两座建筑。三堂为郡治之退补堂，

是知州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务及起居的地

方。该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整体给人以

高敞轩昂、宏丽精致之感。后庭是知州起居

及家人的居住场所。2008年，省人民政府

核定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许州府衙的保护管

理、开发利用工作，经该市文化新闻出版局

（文物局）研究，决定设立许州府衙文物管

理处，隶属许昌市文物行政部门，职责主要

是担负文物法律法规和有关文物保护政策

的执行和宣传，承担许州府衙的保护、管

理、安全、研究、开放利用等任务以及其他

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

张伟）自从2012年、2013年连续两

届成功筹办漯河农村春节晚会后，

舞阳县农村小伙杨珂卫筹备的第

三届农村春节晚会将于2月14日

（农历腊月二十六）在莲花镇举行。

“前两届农村春晚的成功举

办，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省市新闻

媒体的关注，这让俺既兴奋又有

劲。”1月18日，杨珂卫说，每到年

末，就会有漯河周边县市的农村

朋友找他报名参加新一年的农村

春晚，而且每年报名的人越来越

多，“从这一点能看出俺们农村人

对演出、对舞台的渴望。”

谈及今年的农村春晚，杨珂

卫表示，一方面，在节目上争取更

贴近农村生活，另一方面，把社会

上流行的一些东西融进来，用以

对外传递农村的新风貌。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

刘国启许必莉）“老乡，近期干旱

少雨，你这块麦田一定要加强肥

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增加一二

类苗比例，确保安全越冬，才会有

好收成……”1月19日，信阳市平

桥区农技服务人员董守斌一上

班，就来到他的服务乡镇甘岸办

事处，在二郎村的麦田里，他耐心

地为几个种粮大户讲解麦田冬季

管理的要领。

据悉，平桥区秋季播种小麦

面积55万亩。入冬以来，信阳市

普遍降雨量偏少，该区农业部门

针对性地组织86名农技人员分

片包干，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

民抓好麦苗田间管理。农技人员

根据每块麦田的苗情、虫情、墒

情，量身定制不同的管理方案，面

对面、手把手指导科技示范户和

农民种好小麦。

截至目前，该区农技人员已

面对面向农民传授麦田管理技术

100余场次，解答农民的咨询600

余人次，科学管理面积达42.2万

余亩次。

1 月 13 日，项

城市汝阳刘笔业有

限公司的工人正在

制作毛笔，该企业

产品行销全国各

地，并远销日本、韩

国 等 10 多 个 国

家。项城市积极发

挥汝阳刘毛笔“中

华老字号”这一优

势，既促进了毛笔

业的快速发展，也

保护和弘扬了中华

民族的文化。

本报记者 巴

富强 通讯员 张永

久摄

商水县农民王争林

放弃京城十万年薪 返乡种菜带民致富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赵永昌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我为我为正能量正能量代言代言

许昌市

“许州府衙”
有了文物管理处

舞阳农村小伙杨珂卫

筹办漯河第三届农村春晚

信阳市平桥区

农技员为小麦冬管“把脉”

鲁山县“扁担老师”王长山

上课是老师 下课是厨师 午休是保姆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段孝和郭琳

灵宝市法律援助中心帮农民解困

农妇医院保洁受伤 借助“法援”赢得赔偿

太康县 利用冬闲 兴修水利

洛阳 检修线路保春运

本报讯 1月16日吃过早饭，

正阳县寒冻镇袁楼村留守妇女田

晖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急忙往镇

里的一家花生精选厂赶。“在这里

精选花生米，每天都能挣70块钱

左右，还不耽误照顾家。”田晖说。

正阳县年种植花生 150 万

亩左右，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

县，围绕花生产业的发展，全县

涌现出 300 多个花生精选厂。

这些花生精选厂需要大量的精

选工人，来剔除花生果里的杂质

和劣果，以此来保证外销果子的

质量，并以精选量的多少来给工

人计算报酬。在该县乡妇联、计

生协等群团组织的引导下，一些

赋闲在家的留守妇女纷纷进厂

务工。

来自该县中小企业服务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县有

3000多名留守妇女在花生精选

企业务工，既有效解决了企业的

用工问题，还实现了一些留守家

庭的创收致富。 （陈健）

正阳县

三千留守妇女精选花生致富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杨

健王计亮）1月14日至15日，汤阴

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大厅内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33家用工单位设立的

招聘台、招聘版面依次排开，琳琅满

目的工种和岗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前来咨询应聘，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首届企业用工招聘洽谈会在这里举

行。企业“摆摊”送岗位，农民“赶会”

挑工作的场面热闹上演。

据了解，该场专题用工洽谈

会，由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工会召集组织，包括域内永达肉

鸡、众品食品、科伦药业等国内知

名企业在内的30余家用工单位

参与，可提供就业岗位2400余

个，涉及管理、生产、销售等30多

个工种，两天来，入场求职人数已

达3300余人次，现场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1200余人。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33家企业联合招工2400人

2014年
“感动登封十大人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