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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南乐县电业局开展微博大赛

近日，南乐县电业局举办职工微

博大赛，倡导员工通过微直播、随手拍

的方式，深度挖掘供电员工爱岗敬业

的先进事迹和身边好人好事的感人细

节，以展现供电员工真诚服务、积极进

取、力争一流的精神风貌。大赛共收

到各岗位员工参赛作品91件，张鑫

鑫、王渤等10人作品获奖。（张丽娜）

全方位排查客户设备隐患

近日，南乐县电业局组织技术人

员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酒店、进学

校、进医院、进机关全方位排查设备安

全隐患活动。共上门服务企业客户

102家，居民客户1万多户，排查客户线

路设备160多条次，配电变压器240多

台次，整理进厂线路1.3公里，整改变压

器引接线8处，消除各类隐患50多处。

（孙昭荣）

实现支付宝查询缴纳电费

今年以来，南乐县电业局运用技

术手段，开通网上电费查询、缴费业

务，居民用电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在

每月12日左右登录自己的支付宝账

户，输入用电户号，按电费金额的数据

填入就可以轻松地实现网上支付，极

大地方便了在外打工人员为家里留守

老人和孩子缴纳电费。 （鲁继远）

石桥小学开展读书教育活动

近日，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开

展了读书教育活动。该校利用学生手

抄报、思想品德课、少先队主题队会、

课外活动等方式积极引导学生自觉读

书，提升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阅

读中华经典的兴趣。 （毛海文）

3月17日，驻马店供电公

司领导带队组成8个督查小组，

对公司系统各单位春查自查工

作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春查工作

扎实有效推进。

自3月初驻马店供电公司

启动春查工作以来，所属各基层

单位迅速行动，结合本单位安全

生产特点和重点工作，对照春查

各项细则，认真、扎实开展春查自

查工作。为确保春查工作取得实

效，该公司成立春查工作领导小

组，结合实际制订春查工作方案，

列明检查提纲，分阶段、有重点地

对春查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

3 月 15 日自查阶段结束

后，该公司立即组织督查组成

员，深入各基层单位生产施工现

场和一线班组，了解春季安全大

检查活动开展情况，从春查工作

组织落实、作业环境与人身安

全、电网结构与运行控制、输变

电设施运行与维护、重要用户供

电安全及应急处置能力等方面

进行一一排查。同时要求督查

组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书面反馈和跟踪整改，各部

门、各专业加强查出问题的反

思、分析和整改，细化措施，落实

责任，加大春查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切实保障春查工作取得实

效。 （黄文静）

驻马店供电公司

全面督查确保春查到位

“堆雪铺玉三千顷，飞

甜流香十万家。”用这句话

来形容孟津县会盟镇三月

的梨乡风光，绝非夸张：远

望，一片片如烟似雾；近

看，一株株粉妆玉琢。

3月25日，第三届孟

津会盟梨花节开幕，繁花

似锦的花海与丰富多彩

的节会活动，吸引了大批

市民游客前来游玩（如

图）。熙熙攘攘的游客不

仅把万亩“雪海”映衬得

热热闹闹，更让孟津县会

盟镇的梨树种植户、农家

乐经营户等乡村旅游从

业者乐开了怀。

该镇的“孟津梨”已有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曾

为历代“皇家贡品”，远销

东南亚诸国，素有“洛阳金

橘”之美誉。20世纪90年

代，该镇把“孟津梨”作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来抓，经过10多年的培育和发

展，“孟津梨”种植面积已突破1万亩，产量达9000多万公斤。

近年，每到春暖花开时节，万亩梨树争芳斗艳，吸引大批城里人前来一睹梨花的俏丽

芳容。该镇党委、镇政府抓住这一商机，尝试通过梨花传媒，唱响“孟津梨”品牌，做大做强

“孟津梨”产业，吸引八方宾朋前来观花休闲，形成了集农业开发、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梨花

经济”。目前，该镇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梨花节，给“孟津梨”的销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

遇。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崔丽李俊）

“‘社会法官’就是好，嘴能说来腿能跑，政策法

规送到门，大小纠纷能化掉。”3月25日，沈丘

县大邢庄乡司庄村支部书记刘子友向记者提

起该村“社会法官”高士民调解民间纠纷一事

时编起了“顺口溜”。

大邢庄乡地处豫皖三县接合部，人员流动

性较大，人多事杂，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

响了社会和谐。2009年3月，该乡结合本乡远

离县城、司法人员不足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

解决社会各类民生问题的途径，在该县成立了

首家“社会法庭”，选聘7名退休乡村干部、教师

及社会知名人士担任“社会法官”，平均3个行

政村有一名“社会法官”，短短几个月，“社会法

官”就调解宅基、邻里等各种矛盾纠纷46起，

当年被市、县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短短几年的实践，‘社会法官’在维护全

乡社会大局稳定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

今的大邢庄乡，信访积案化解率、停访息诉率

均达100%，赴县以上非访、群访为‘零’，连续

6年荣获市县信访先进乡镇，之所以能取得这

样好的效果，是我乡的‘社会法官’挑起了平安

‘大梁’。”该乡党委书记程怀峰说。

“社会法官”年纪长、威望高、经验足、敢担

当，群众遇到麻烦和棘手的事都愿意请他们去

处理，他们常年生活在群众中，又去做群众的工

作，这样群众更容易接受。司庄村有一兄弟二

人因宅基、土地分配不均而不赡养老人，几个月

调解不成。“社会法官”高士民就与老人住在一

起，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用行动感化他的儿

子。不到一个星期，他的两个儿子跪在老人面

前对高士民说：“高叔，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孝

敬父母，请您放心。”还有许多类似事，高士民都

是讲案例、讲政策、讲法律，反复做工作，“软、

磨、硬、泡”的方法都用上了。

几年来，“社会法官”调解各类民间纠纷

360余起，消除了乡镇信访工作盲点，做到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确保了全乡社会和

谐稳定，受到群众的称赞。

3月25日，汝州市汝南街道袁庄村村民张

胜举又坐上郑州开往汝州的客车，回家筹钱为

妻子治病。一个多月来，他已经往返汝州、郑

州多趟，筹集到45万多元。“要治好妻子的病，

还得20多万元，到家后我还要继续筹钱。现

在的钱都是借的，将来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一

定要还，还上乡亲们的那份情。”张胜举在电话

里告诉记者。

事情是这样的，2月12日上午，张胜举的小

女儿晓燕（化名）感冒发烧，其妻子任瑞平骑电

动车到村诊所给女儿看病。中午时分，任瑞平

包完饺子，让9岁的儿子小杰在厨房里煮饺

子。突然，她看到煤气罐上接近炉灶的胶管上

有火苗蹿出，她的脑子“嗡”的一下，没来得及

多想，就发疯地往厨房里跑。进到厨房，她一

把把儿子推出屋门，刚想转身往外跑，煤气燃烧

产生的巨大气浪“嘭”的一声将房门关死。浑身

着火的任瑞平呼叫着在厨房里摸索，当看到厨

房的窗户，她拼命用头朝窗户玻璃上撞……

小杰被妈妈推出厨房后，急忙哭喊着去叫

爷爷。回家吃饭的爷爷走到院子里，看到厨房

窗口浓烟滚滚，已经烧得浑身漆黑的儿媳趴在

窗户上，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抱出了奄奄一息

的儿媳，并大声对小杰喊：“快拨120！”

当时张胜举在村子附近一家工厂干活，接

到电话，他急忙骑摩托车往家里赶。在家里，

他看到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儿子衣服上

斑斑黑点，父亲满脸燎泡，妻子全身漆黑躺在

地上抽搐。

在汝州市，大夫做了简单检查后认为任瑞

平生命垂危，建议她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

受治疗。

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瑞平被诊断为

全身60%严重烧伤，被立即送往重症监护室。

在郑州治疗的一个多月中，被人们赞誉为

“烈焰妈妈”的任瑞平接受了四次手术，经历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她在半月后恢复知觉

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咋样了？”她这一句

朴实的话语，让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张胜举告诉记者，妻子还没有脱离危险

期，烧伤部位出现大面积感染，有些地方开始

化脓，为治病，家里已经花去46万多元。

张胜举告诉记者，“村上人都送来钱，我终

生难忘！”提起自己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张

胜举感动地说。乡亲们在一个多月中总共为

任瑞平筹款26万多元。

现在，张胜举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把

家里喂养的品种羊也几乎变卖一空，筹集到了

45万多元救命钱，但还远远不够，瑞平的背、手

还需要手术植皮。医院的大夫告诉他，要治好

妻子的病，费用在70万元左右，他还需要20多

万元的救命钱。

愿意帮忙的热心读者可与张胜举联系，电

话：13461180598。

本报讯 3月23日上午，延津县石婆

固镇聘请了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金牌调

解员何玲老师就矛盾纠纷解决的方法技

巧、调解工作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124

名服务队队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为进一步探索基层矛盾纠纷调解

化解新模式，积极拓宽妇女参与社会管

理的新渠道，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

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畅通有

序的诉求表达、矛盾调解、权益保障机

制，保障农村信访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延津县石婆固镇从所辖村庄分别

选取3~5名文化程度较高、热心公益、

乐于奉献，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说话

有分量的妇女组成“石婆千千解”志愿

服务队，调处农村各项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目前这样的服务队已达40支，有

队员124名。 （李建彬陈忠亮）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袁永强）日前，从省政府传来喜

讯，位于南阳市宛城区的南阳新

能源产业集聚区正式获得“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荣誉称号。这

是该集聚区继去年获得全省先进

产业集聚区、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后获得的又一省级荣誉和金字招

牌，也是南阳市第一家省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

近年来，南阳新能源产业集

聚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打响国家级新能源产业基

地’、建设‘中原新能谷’”这一国

字号招牌，坚持工业强区不动摇，

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

集聚区呈现出全面提速增效、转

型升级、跨越发展的良好发展势

头。

该集聚区2012年、2013年

连续两年获得全省先进产业集聚

区，并进入全省一星级产业集聚

区，同时先后获得“全市先进产业

集聚区”、“全市上大招大引强先

进产业集聚区”等一系列荣誉。

2014年，集聚区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3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05

亿元、税利20亿元，从业人员4.5

万人。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杨晓燕 常富许）“早就听说有

这么个培训班，我特别感兴趣。”

3月24日，原阳县陡门乡大吴庄

村申素香起了个大早，等待着月

嫂培训班开讲，她兴奋地说，“俺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月嫂工资

高，学点知识，以后找工作不用

发愁了！”

申素香所说的培训班是原阳

县陡门乡妇联举办的月嫂培训

班，该培训为期一个月，培训内容

包括月子餐、家政礼仪道德规范、

产妇及新生儿护理等知识。和申

素香一样参加培训学习的当地妇

女还有100余名。

“自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

越来越多的家庭把生二孩搬上了

日程。市场对月嫂的用工需求持

续增加。开办这次月嫂培训班主

要是迎合市场需要，为在家农村

妇女寻找就业门路。”该县妇联主

席蒋小莲说。

据了解，该培训结束后，学员

通过内部测试，将参加国家“育婴

师等级考试”，获得相关证书。届

时，原阳县妇联将推荐优秀学员

优先上岗。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董胜军潘晓康）当前，小麦已经

进入春季管理和苗情转化的关键

期。为确保小麦稳产、高产，扶沟

县韭园镇的农民把施用农家肥作

为增肥土壤的法宝，“失宠”多年

的农家肥又重新成为农民朋友的

“宝贝”。

“现在镇里大力提倡发展畜

牧饲养业，俺村养牛比较多，积肥

多，每天都产出很多农家肥。不

久前，有位农业专家给俺算了笔

账，如果使用有机农家肥，不但每

亩地能降低生产成本60多元，亩

产量能提高20%左右，还能有效

减少环境污染。我打算今年少用

化学肥料，多用农家肥。”正往地

里拉农家肥的董村村农民张新忠

对记者说。

据该镇农技人员李富来介

绍，以前种地一直大量使用尿素、

硝铵等化学肥料，土地板结现象

越来越严重，病虫害也呈现高发

态势。为了长远发展，现在大家

都开始使用农家肥种地了。

为实现更多农作物的生态种

植，韭园镇组织培训“田专家”、

“土秀才”等技术人才，大力开展

生态农业种植活动，积极引导农

民科学利用畜禽粪便，鼓励农民

多施农家肥，还为群众提供测土

配方等技术支持，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夯实基础。

南阳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获誉“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阳妇联举办月嫂培训班

农家女要当“育婴师”

扶沟县韭园镇

农家肥为小麦高产“保驾”

延津县石婆固镇

志愿服务队促和谐

汝州市汝南街道袁庄村村民任瑞平火场救子烧成重伤

村民筹款26万救助“烈焰妈妈”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伟恒

“社会法官”撑起一方平安沈丘县
大邢庄乡

孟津县会盟镇举办第三届梨花节

会盟古镇变“雪海”

3月20日，辉县市张村乡平岭村村支书

郭立华和常村镇仓房村村支书周学文又碰面

了，两个人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聊起来没个

头。

其实，这两个无话不谈的老朋友，相识仅

仅一年。

仓房村是辉县市常村镇的一个移民村，

村民都来自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2011年他

们从南阳淅川县跋涉数百里迁到这里，周学

文带领大家通过种植香菇致了富，人均收入

从移民前的3600元猛增到1.5万元。

平岭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位于辉县市

张村乡，四面环山，村子里几乎全是石头房

子，是远近闻名的“石头村”。2013年底，郭立

华放弃经商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看着满村

的石头，他发了愁。

2014年，刚刚过完春节，郭立华决定带

领平岭村“两委”成员拜访仓房村。出乎意料

的是，周学文比郭立华更早地来到了平岭村，

查看该村的环境后，他拍着胸脯说，“放心种

吧，俺村给你们提供技术。”

于是，郭立华带领村里的群众到仓房村

参观了三次，村民们积极支持他在村里发展

香菇产业。2014年7月，该村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30个塑钢大棚在山村里建设开工。郭

立华把自己多年经商打拼来的300多万元家

底全拿出来，还去信用社贷款100万元……

郭立华为了让群众致富倾尽家财的举动，让

周学文很感动、很佩服，他对郭立华说：“你这

朋友可交。”

为了让平岭村的香菇事业发展得更好，

周学文让仓房村的菇农手把手地向平岭村村

民传授装袋、制种技术。两个村的村民天天

在一起劳动，关系比亲戚还亲。

“我们这本‘香菇经’应该传给更多的人，

让适合种香菇的地方都能通过这条路致富。”

周学文说，“我们已经帮助辉县市的7个村搞

起了香菇特色种植，明年将会达到十几个

村。”

郭立华说，今年10月份，平岭村的香菇

就能采摘上市，用不了两年，“石头村”就可以

摘掉省级贫困村的穷帽子。郭立华还透露，

已经有外地资金准备投入，要对村里进行整

体规划，一个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高效农

业、观光农业于一体的新平岭村正在酝酿。

移民村和“石头村”喜结“香菇缘”辉县
该市南水北调移民村仓房村和省级贫困村平岭村结对帮扶，仓房村的菇农手把手向平

岭村村民传授装袋、制种技术，两个村村民之间的关系比亲戚还亲

□本报记者马丙宇李柯杞通讯员段永强

为弘扬雷锋精神，营造志愿服务范围，项城市举办了“志愿者服务

进社区”系列活动，该市组织医疗、工商、环保等单位的志愿者，为社区

居民提供义诊、法律咨询和反假货宣传等多项便民服务项目，深受大

家欢迎。图为3月25日，项城市工商局志愿者在景和社区为市民消费

维权提供帮助。 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永久 摄

汤阴县伏道镇紧紧围绕“一心两翼”

农业产业化发展思路，提升农业发展档

次，大力发展集采摘、观光、餐饮于一体

的现代高效农业园区，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图为该镇农民在草莓采摘大棚里管

理草莓。（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孟庆

龙李诗曈摄）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郑战波李建会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