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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农村版

1月16日清晨7时，在永城市新桥乡韩

六子村，袅袅炊烟笼罩在村子的上空，空空的

街道上行人稀少，一幅幅美丽“中国梦”的墙

画，伴随着每日清扫街道卫生的韩树海、陆继

敏两位老人。

韩树海，今年65岁，他是该村被聘请的

卫生保洁人员中的一员。“我干保洁工作快一

年了。一年来，不论再孬的天气，我都没有间

断过，我一定要把俺村的卫生工作搞好，不能

辜负全村人的期望，也更不能辜负了为‘美丽

乡村’建设操劳的陆书记！”

陆书记何许人也？他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到底作了多大贡献？该村群众咋又能

这样信服他？韩树海说：“俺村的陆书记叫

陆成彦，今年才48岁。你可别看这孩子年

轻，做起工作来，那真可以说是有模有样、瓷

实得很。”正在打扫卫生的陆继敏老人也凑

了过来，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在俺村，我比

陆成彦书记长一辈，他得喊我叔叔，可是在

平常，俺从来都没叫过他一声小名，都是喊

他陆书记，因为他给俺村群众办的一桩桩、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不论长

辈晚辈、男女老少都打心里信服他、感激他、

尊重他！”

陆成彦自2011年当选为韩六子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为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自费为

群众安装了路灯、修建了围村通户水泥路，并

协调上级有关部门，为全村群众修桥、打井

100多座（眼），扶持和帮助种养大户8家，关

爱和救助困难群众、贫困党员12家。依靠独

特的优势（永煤集团新桥矿坐落该村）招商引

资3亿多元建成投产的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解决了该村群众的就业难题。在全市每

年一次举办的秋季助学活动中，他个人捐献

资金达1万元以上，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建

设以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他个人投

资将近10万元，美化和绿化村庄环境，修建

群众休闲广场，并出资组建专业的保洁队伍，

确保该村干净整洁。

“做梦也想不到能住在这么美丽的新村

里，出门水泥路，买东西有超市，健身玩耍有

广场，读书学习有农家书屋，看病有医疗诊

所，城市有的，现在咱农民也都有了，能过上

这样的好日子，俺打心眼里感谢领导呀！”8点

40分左右，76岁的程枝头老大娘牵着3岁多

的小孙女来到小广场玩耍，脸上荡漾着祥和

的笑容。“这些只是咱农民好日子的一个开

头。”正在锻炼身体的该村67岁的老党员韩

树怀兴奋地接过话茬说，“咱村被评上‘美丽

乡村’建设先进村后，陆书记的干劲更大了。

前天村‘两委’召开会议时，陆书记说，要依

托浍河即将通航的有利优势和自然风光，投

资建设一个集观光、休闲、农家乐于一体的

别墅呢！”

永城市韩六子村

村支书一心为民 带村民共建新村
□通讯员姚坤鹏王永亮本报记者侯博

本报讯 近日，经有关省辖市

及省直管县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

定委员会推荐，河南省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河南省

11家旅游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

游景区标准，批准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邓州市花洲书院榜上

有名。

花洲书院始建于宋代庆历年

间。公元1045年，北宋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思想

家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期间，为兴办

教育，创办花洲书院，并在公余时

到书院讲学，一时间文运昌盛。

1046年9月15日，范仲淹在此写

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2002年，

邓州市政府重修花洲书院，形成总

占地面积4.47公顷、建筑物建筑面

积3000平方米的旅游景区。

近年来，花洲书院不断提升

管理水平，丰富景区文化内涵，逐

步成为河南省主要的旅游景区之

一，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王中献田会珍）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

赵永昌）“早婚早育苦酒酿，多子多

福旧思想，重男轻女不应当，全扫

光……”1月11日，适逢商水县平

店乡“双休日大集”，伴随着铿锵的

锣鼓和优美的乐曲，该乡李岗村计

生协会组织的老年文艺“草根剧

团”又在集市的“席地舞台”上开始

了义务宣传，她们表演的节目是三

句半《婚育新风进万家》。

原来，这是平店乡计生办与

乡文化站、妇联会联手，利用群众

赶集的时机，组织该乡能说会唱的

育龄群众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先

进事迹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教育群众，通过歌唱、相声、

三句半、快板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

群众宣传计生政策和优生知识。

今年65岁的该剧团创办者及

负责人苑桂英大妈自豪地说，他们

的“草根剧团”是5年前组建的，现有

4男28女共33人，年长者已82岁，

最小的30多岁。他们表演的节目

形式多样，有传统民间文艺扑蝴蝶、

扭秧歌、跑旱船、骑毛驴、抬花轿等，

也有现代新兴文化腰鼓、快板表演、

戏曲联唱、相声小品等。截至目前，

该剧团已在集市街头、学校工厂和

村庄义务演出60多场次。

据介绍，商水县全县25个乡

镇共拥有各类老年文艺“草根剧

团”120多个，参与人员达3000余

人。在县乡妇联、计生协、文化等

部门大力支持引导下，“草根剧团”

从自娱自乐到参加相关典礼、婚庆

等活动，团队不断发展壮大、演出

日趋红火，已经成为现代农村一道

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王自行孙文涛）寒冬时节，走进郏

县渣园乡郝庙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大路边、

空闲地、树园里，一杆杆晾晒待干

的粉条晶莹剔透。1月13日，谈

到今年的收成时，该村村民杨建

功喜笑颜开：“2014年买了5万斤

红薯，加工成粉条后，可收益5万

元左右。”

据介绍，以前，由于该村离县

城近，白灰加工成了村里的支柱

产业，多的时候达到百余家。白

灰加工，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居

民的生产生活，县里依法明令取

缔了该村的白灰加工厂。此后，

该村大力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把

以红薯为原料的“三粉”加工作为

特色农业之一，加大培育和扶持

力度，拉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

模，使之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一个重要渠道。

由于该村粉条采用纯红薯粉

加工而成，柔软可口，久煮不烂，深

受欢迎。该村平顶山市“柴进好

汉”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柴伟峰成

立了郝庙村“三粉”销售中介合作

社，通过宣传，使村里的粉条销往

附近县市和郑州、天津等地。

截至目前，该村“三粉”加工

户近140家，年加工红薯350万

吨，年产值约700万元，占该村农

民收入的2/3，带动附近乡镇500

余户红薯种植户增收。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通讯员

王世冰翟亮亮）“俺没啥文化，俺

村的民警教会俺很多法律知识，

像到了年底，该如何防火防盗防

骗啥的。”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村

民赵巧珍说。

近来，清丰县开展的“一村一

警”便民活动给老百姓帮了大忙。

为了维护好农村社会稳定和治安

秩序，更好地服务农民群众，清丰

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

村一警”活动，清丰县共503个行

政村，然而在编在岗的民警却只

有293人，清丰县公安局创新服务

群众工作方法，每个民警负责1到

2个行政村，定期走访群众收集问

题和意见，为群众排忧解难，实现

为群众服务零距离。

负责瓦屋头镇东林子和张林

子村的包村民警蒋志慧说：“有不

少群众找到我们，有的咨询户口

问题，有的要求解决纠纷，有的是

向我们咨询法律知识，可谓是五

花八门，我们都认真地做好解答

工作。能帮到他们，甭提心里有

多高兴了。”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

闫治凯）“以前村民们农闲时就外

出打工，不外出的人闲下来就打

牌。现在他们一有空就往书屋里

跑。”商水县练集镇闫桥村计生协

会会长闫兴挺说起“家庭书屋”时

颇感自豪。

为丰富村民们的业余生活，

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该村计生

协会多方筹集资金建立了家庭书

屋。书屋建成后，购买书籍近万

册，订阅报纸杂志60多种100多

份，有文学名著、党报党刊和优生

优育、种植养殖科普书籍和光盘

等，种类齐全，每天全天候对外免

费开放。

该镇耿楼村有蔬菜大棚100

多个，由于种植方法落后，每个大

棚年收入1万元左右，有些村民感

觉不如打工挣钱多，有放弃的想

法。该村党支部书记耿志华了解

到这个情况后，以家庭书屋为阵

地，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电教设备，

分期分类组织村民收听收看大棚种

植方面的专家授课，学习种植技术，

现在每个大棚收入在3万元左右。

邓州花洲书院

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商水县

“草根剧团”撑起
农村婚育文化半边天

郏县郝庙村

“三粉”加工年产值700万元

清丰县

“一村一警”帮了老百姓的大忙

商水县练集镇

家庭书屋成村民“充电”阵地

本报讯“专家培训真是送来了‘发

财课’和‘致富经’啊！”日前，邓州市穰东

镇柳庄村支部书记吕建国高兴地说。

刚过去的2014年，邓州市教体局采取

“421”科技推广模式，切实做好成教兴

农工作，使广大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

益。

所谓“421”，即依托“市成人教育

教研室”一个中心，构建了“专家讲师

团”和“科技推广”两支队伍，完善了市

乡村组四级科技推广网络，在全市28

个乡镇街区进行了大胆实践。专家讲

师团聘请南阳市农业局著名农艺师牛

建林主讲，他讲的技术课，农民一听就

会，简单易行，便于操作，被农民们称

为“傻瓜技术”。各村组吸纳科技能

人、致富能手，建立示范田和样板田，

使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学有榜样、赶

有目标。“421”科技推广模式，加快了

科技入农户的步伐，受到了广大农民

的一致欢迎和好评，推动了乡镇经济

的长足发展。

据统计，2014年该市共推广优质化

肥2000余吨，推广优良品种180余吨，

推广先进科技成果200多项，推广先进

技术318项，创建科技示范田6万多亩，

构筑样板田6800余亩，讲授科技培训课

306场，受训农民达1.53万多人，全市接

受培训农民亩均增产在15%以上，人均

增收在200元以上。

（宋小涛李善富）

1月15日，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装备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银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业园内，一辆辆崭新的超低

能耗纯电动新能源汽车列队等待装车。

河南银泰新能源汽车项目是2012年驿城区招商引资

项目，2013年投产。项目总投资30亿元，共分三期建设

完成，形成年产15万辆家用轻型电动汽车及22万淘宝配

套零部件及充电设备的生产规模。产品销往山东、河北、

陕西、山西、内蒙、河南等地，2014年实现销售6000多辆，

产值达3亿多元。

图①现代化的流水作业线

图②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装车运往全国各地

通讯员米山本报记者黄华摄

1月12日上午，天气晴冷，但平顶山市湛

河区北渡镇汴城村润辉草莓园的大棚里却温

暖如春，一垄垄绿油油的草莓生机盎然。大棚

外的空地上，草莓园的创办人孙超辉正在沤制

有机肥，该村的几个年轻人走过来向他咨询创

业致富的项目。

现年37岁的孙超辉家住汴城村，是一名

退伍军人。退伍后，他一直在家乡做建材生

意。2013年初，他参加了湛河区组织的创业

技术培训班，发现无公害草莓种植在本地很有

市场，便流转了30余亩土地，又请来三个信任

他的村民，一同筹建草莓园。

2013年5月，孙超辉带着“队员”跑到中

牟草莓种植基地，花了一个月时间向当地人请

教草莓种植的经验技术。学习归来，他平整土

地，买建大棚的塑料、钢材，接通电路等，只要

是能自己完成的活，他就决不花钱雇人。为赶

在草莓种植前把地膜覆好，他们几个人曾连续

三天都没离开过草莓棚。

“想干事就别怕吃苦，其实很多工作是可

以雇人来完成的，我当过兵，我就是想通过和

他们一起劳作，来培养大家不怕吃苦、共同合

作的团队意识。”孙超辉说。

2013年9月，孙超辉从外地请来了常年

种植草莓的“行家”，“行家”说，不使用农药防

治病虫害，草莓产量上不去，成熟期也会推

迟。面对“好心”相劝，孙超辉和同伴最终决

定，不施农药、不上化肥也要种植出真正的无

公害草莓。第一年，孙超辉赔了40多万元。

2014年6月，孙超辉专门从省农科院请

来草莓种植专家，对园区土壤的肥力、酸碱性、

微生物等情况进行检测分析，为土地补充微量

元素。同时，孙超辉在专家的指导下，培育了

更适合本地气候和土质的草莓苗。

2014年12月，孙超辉的草莓园刚挂上红

果，就有老顾客前来采摘。据孙超辉介绍，自

己家的草莓产量至少比去年提高30%，而且比

去年提前两个月左右上市。

随着生意的好转，草莓园的工作人员也增加

到10余人，并且经常有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慕名前来请教致富的经验。“没有攻不下的山头，

只要认准了路，就要有胆量去尝试。”孙超辉说。

平顶山市退伍军人孙超辉

种草莓的苦与乐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长徐光亚

范县韩徐庄村 农闲时节村民挖藕挣钱忙

1月12日，在范县陈庄镇韩徐庄村莲藕种植基地，崔胡同村村民范保京及

周边村民正在专心采挖莲藕。据了解，挖藕工每天能挖藕200多斤，按一斤

0.5元算的话，一天大约能挣到100元钱。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亚萍摄

内黄县马上乡 蘑菇产业成为增收新渠道

1月12日，内黄县马上乡农民正在为香菇生产作准备。近年来，该

县通过标准化生产、合作社栽培等举措大力发展蘑菇产业，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摄

邓州市

成人教育
服务“三农”有鲜招

驻马店

电动汽车产销两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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