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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宝

丰县李庄乡马楼村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古父城遗址附近，是一个500多户人

家、1800多口人的行政村，自1977年恢复高

考以来该村走出了8名博士，7名硕士，其中一

家兄妹俩一个是博士后、一个是博士。如今，

马楼村被当地人称为“硕博村”。4月17日，

记者走进马楼村，一探“硕博村”的奥秘。

“俺村的村民们都有一个共识：‘穷不读书，

穷根难除；富不读书，富不长久’，村民们将教育

投资看得很重。”马楼村党支部书记郑明德一边

介绍一边带记者来到一处较为破旧的房子前。

走近一看，门楣上“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依稀可

见。“这家人在外工作好多年了，这四个字是勉励

后辈目光要远，把耕读当成传家宝。”

“村里人重知识、重教育的氛围十分浓

厚。在俺村，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件大喜

事，村民都会奔走相告、分享喜悦，家长自己

再苦再累也会供孩子读书。”郑明德说，马楼

村的村名源于清朝，村里一家姓马的大户人

家建起了三层的阁楼，让子孙们在阁楼里读

书，所以村里读书学习之风一直很盛行，良好

的文化环境也是村里出人才的最重要原因。

听老辈人讲，很早以前村里就出过秀才。正

是祖辈们这种好学成才、考取功名的传统为

日后的人才辈出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村里出的第一个博士叫郑子凯，是医学

博士，今年65岁，已经到美国10多年了。”郑

明德说，郑子凯还是他本家的哥哥，天资并不

出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学习。

在郑明德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兄妹俩

都是博士的马陟祚和马小雅家。他们的父母

都是乡村教师，父亲马运良从教40年，母亲王

爱肖从教31年，目前都已退休。

谈起两个孩子时，王爱肖说，两个孩子学

习都非常用功，家长不会刻意地严厉要求他

们，只是在某些时候对他们进行开导。“儿子

马陟祚2002年考上河南科技大学的本硕连

读，2009年到清华大学读了博士，2013年博

士后毕业，目前在苏州工作。女儿马小雅

2006年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2010年考上美

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博连读，今年5月份毕业。”

王爱肖说。

“在俺村谁家挣的钱多并不让人眼热，而

谁家孩子肯用功、成绩好，才令人称道。”马运

良说，村民们见面，谈论的话题常是孩子的学

习情况，重视教育已成为这里的独特民风。

郑明德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全村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学子考上

大学，目前全村有博士8人，硕士7人，在校的

本科生25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村共

有110多人考上大学本科。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申万宏姬卫

强）“你好，我们是县农产品检验检测站工作人

员，现在要对你们种植的大棚蔬菜上农药残留

情况进行检测。”4月15日，在安阳县洪河屯

乡，县农产品检验检测站工作人员表明身份

后，对该乡的一家蔬菜种植基地进行抽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了让老百姓

吃上放心合格的农产品，安阳县重点抓好田里

种的、管好舍里养的，大力推行标准化蔬菜示

范场、畜禽生产养殖场、示范农场建设和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并积极开展“三品一标”的申报

和认证工作，在大型蔬菜生产园区和规模化养

殖场建立了无公害生产流程，严控生产过程中

违禁高毒高残留农药和超量化肥的使用。同

时，对生产、加工、运输、贮存等各环节实行严

格监管，全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如今，在安阳县，标准化蔬菜示范场、畜禽

生产养殖场、示范农场建设如火如荼，无公害、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层出不穷，先后建

成吕村天康、永和锦隆农业示范园区等有机农

产品生产基地两个，建成吕村绿康、崔家桥清

河生态园等绿色蔬菜生产基地两个，建成柏庄

裕禾、安丰漳苑、安丰福信恒等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12个；对80余家生猪、蛋鸡等养殖场

进行了标准化改造，创建了5家国家级标准化

养殖示范场、10家市级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

场。

为牵住农产品安全监管的“牛鼻子”，该县

专门成立了安阳县食品安全办公室，统一协调

全县食品安全工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方面，该县建立完善了由县农业局统一领导，

县经济作物站、农产品检验检测站、农业执法

大队等监管责任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监

管体系；在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组建了

畜牧兽医执法大队，负责检疫监督、兽药药政、

饲料行业、种畜禽生产、生物制品供应和使用

等方面的稽查工作，并在每3个乡镇设置1个

畜牧兽医综合执法中队，负责全县20个乡镇

的防疫检疫和执法工作任务；在各乡镇，严格

落实农业服务中心属地责任，负责对本乡镇区

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

为切实加强源头治理，保障百姓餐桌安

全，该县还紧扣农产品生产环节，以食品安全

事件易发的投入品监管为防控重点，持续强化

农药、兽药、饲料及添加剂等种养业违禁投入

品监管，重点加大对农药、化肥等农资市场监

管力度。

截至目前，该县先后出动执法人员190人

次、执法车辆35辆次，检查农资经营门市160

余家；开展渔业执法20人次，检查水产养殖场

10余次；开展养殖环节“瘦肉精”检测850头

份，检疫环节检疫抽检1.1万批次，配合上级抽

查肉品、鸡蛋等畜产品63批次；完成黄瓜、茄

子、西红柿、冬瓜、豆角等蔬菜样品抽检两批次

160个，其中送省农业厅检测30个，送检样品

全部合格。

4月19日，在伊川县万商市场中心的一

家玉器加工工作室，一位姑娘正在为顾客赶

制玉器把玩件。她叫杨利娟，家住伊川县酒

后乡官庄村，这家玉器加工工作室就是她创

办的，这也是该县第一家玉器加工工作室。

2001年，16岁的杨利娟来到新密市雕

塑学校学习人物雕塑。两年中，她勤学苦练，

加之较高的悟性，技艺日渐长进，很快成为同

学们中的佼佼者。毕业后，她被学校推荐到

北京一家玉器厂工作，从事玉石的雕刻，主要

雕刻的人物有观音、弥勒佛等。其间，她师从

“京都玉医”田健桥大师，这让她的雕刻技艺

有了显著的提高。

2007年，她辗转来到上海市玉石雕刻厂，

继续从事玉石雕刻。在为别人打工的同时，她

也逐渐了解到玉器加工、销售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与流程。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早日脱贫致

富，她决定自己生产和经销玉器产品。

2008年8月，她拿出全部的10万元资金

购买玉石料，在上海租住的房屋里生产玉器，

还雇了3个人帮自己加工玉器产品。玉器加

工要经过选料——设计——切料——出

型——精刻——打磨——抛光等诸多工序，

多年的实践让她面对材质、形状不同的玉石

料，都能够从容地自己设计，自己雕刻，并指

导雇工进行雕刻，可生产玉石把玩件、玉石挂

件达100多个品种，产品在上海的古玩市场

里很受消费者的喜爱。

2014年春节，回乡探亲的杨利娟发现

伊川县城经销的玉器产品全部都是在外地

生产的，加之在外多年十分想家，杨利娟萌

生了回家创业的想法。2014年6月，在亲朋

的支持下，她在位于伊川县城的万商市场中

心创办了“杨利娟玉器精雕工作室”，主要业

务就是为顾客进行来料加工，仅收取加工

费。工作室一开张，顾客们闻讯纷至沓来，

有的拿着黄蜡玉石料，有的拿着河洛玉石

料，还有的拿着翡翠玉石料，请她加工成玉

器工艺品。一时间，杨利娟的工作室的生意

十分兴隆，实在是忙不来的杨利娟在社会上

又招了4个有雕刻技能的年轻人协助她。

顾客们拿着一件件由普通玉石石料变成精

美的工艺品赞不绝口。

杨利娟说，就目前来说，她现在的工作室

发展势头良好，主要还是为顾客进行来料加

工。今后，她要逐步将业务从来料加工向生

产外销推进，创造属于自己的玉器品牌，让自

己的产品走出河南，走向全国各地，使工作室

实现良性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春游踏青好时

节，郑风生态牡丹园近500亩天然氧吧

让你流连忘返。

位于中牟县白沙镇袁庄村的全国最

大的原生态牡丹园有200多个品种的牡

丹花正次第绽放，红、绿、白、黄、紫、粉、

黑等色应有尽有，该园引进国内外优良

品种牡丹数百种，并将江南、西北牡丹珍

品进行驯化、繁育。这些花和国内普通

牡丹相比，拥有品种优良、花色饱满鲜艳

的特点和优势。

踏入生态牡丹园，如同置身于田园，

没有一点喧嚣，没有一丝污染，近500亩

的天然氧吧让人心旷神怡。

本报讯（记者刘振宇通讯员姚勇罗

之法）近日，淅川县为全县166万亩国家

级生态公益林购买了森林保险，这是该县

第四年参加政策性森林保险。

据了解，此次公益林保险每亩保费

仍为1元，保费构成是公益林由中央、省

级、县级财政各补贴50%、40%、10%。

因灾理赔范围包括因火灾、暴雨、干旱、

暴风、洪水、泥石流、冰雹、霜冻、暴雪、林

业有害生物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保

险金额根据林木再植及管护至郁闭成林

的成本确定，每亩平均500元。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赵玉琴 刘海军）4月16日，舞

钢市尹集镇苇子园村“自豪农家

乐”里一派热闹景象，十余桌客人

正在店里品尝着特色农家菜，村

里其他十几家“农家乐”生意也很

红火。

“自豪农家乐”主人、村农家

乐协会会长赵自豪介绍，苇子园

村不仅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更迎

合了当代人远离城市，返璞归真，

融入大自然的精神需求。苇子园

村作为一个新兴旅游目的地，知

名度和美誉度正在逐年提升，农

家乐产业已迅速发展成为村民致

富的支撑产业。

“自豪农家乐”门店是两层小

楼，配套设施完备，被授予“四星

级”农家乐。目前该村共有农家

乐43家，其中“四星级”3家、“三

星级”9家，从业人员达400多人，

占到全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赵自豪一脸喜悦地告诉记

者，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全村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苇子园村的旅游

发展一年比一年好，去年全村共

接待游客14万余人，最高峰一天

超过4000人，去年实现旅游总收

入达500多万元。

现年38岁的赵自豪回乡创

业前一直在上海务工，月收入不

菲。当他看到上海市郊一些农家

乐生意火爆时，他就联想到苇子

园村青山碧水，郑州、漯河等地到

苇子园旅游的客人一年比一年

多，若在家门口办农家乐一定大

有可为。2008年，他辞职回家办

起了农家乐，并用打工的积蓄把

房屋修葺一新。翘角飞檐、雕花

镂空的“自豪农家乐”成为全村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和旅游接待的旗

舰店。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侯丽

君）4月17日，记者从安阳市农业部门了

解到，汤阴县宜沟镇贞德有机农业有限公

司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这

是安阳市首家成功挂牌上市的有机农业

企业。

贞德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集有机种

植、有机养殖、有机农产品深加工于一体

的有机农业企业，自2010年3月成立以

来，先后投资6900余万元，在汤阴县宜

沟镇尚家庵村整体流转土地4500余亩，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目前，该公司已建成示范区4500

亩、核心区230亩，建成两座500立方米

大型沼气池、3500立方米沼液储蓄罐和

3800立方米的秸秆青储池，购置35台大

中型农机具，拥有移动式沼液喷灌机械

和封闭式运输车辆30余台，自建有机农

产品初级加工厂房等。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张永久）4月16日，项城市中

央花园小区的居民毕女士带着

10岁大的儿子在沙颍河边玩耍，

儿子不慎落入水中。危急时刻，

不会游泳的毕女士立即跳入河中

去救儿子，不料，自己也被河水吞

没。

这时候，路过的一对夫妻看

到河水即将淹没这母子俩，男子

脱掉鞋子和棉袄，奋不顾身地跳

入冰冷的河水中……

当时，水流湍急，河堤堤岸

也十分湿滑，形势对施救十分不

利。男子在水中游向这对母子，

女子一边呼救一边帮助丈夫救

人……很快在大家的协助下，毕

女士和儿子被救上了岸。

看到母子平安，这对夫妻

推起电动车就走了。毕女士和

孩子想对他们说声谢谢也没来

得及。

为表达自己的谢意，毕女士

的好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寻

觅救命恩人的信息，大家根据现

场拍摄的一张照片，找到了这位

救人的好心人。

据了解，这位救人的男子叫

祝三银，是项城市水寨办事处北

新村人，那天他和妻子路过现场，

因为自己以前是船民，会游泳，没

有考虑就跳入了水中施救。

因其救的是中央花园的业

主，中央花园的物业经理当场拿

出2000元现金作为酬谢，可是被

祝三银夫妇婉拒。

祝三银说：“遇到这样的事，

谁都会帮忙的。”朴实的话语折射

出一颗善良大爱的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辛，从2005年至今，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整

整建设了10年，在此期间，裴寨社区的居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样板社区。4月19日，该社区居民欢聚一

堂，畅想着未来的发展，午饭时间，居民们全都是大米烩菜，其乐融

融。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裴龙德摄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翟亮亮）“环卫工人，免费打

气”、“环卫工人，免费喝水”、“环

卫工人，免费洗浴”……行走在清

丰县的大街小巷，不时可以看到

高约1米的红色桌台，上面写着这

些暖人心脾的文字，这些都是爱

心企业家们自发为环卫工人提供

的专项便利。虽说这只是给环卫

工人们带来了便利，但这股暖流

还是让清丰县的老百姓们赞不绝

口。

40岁的饭店老板赵海告诉

记者：“俺是农民出身，靠着多年

的积蓄开了个饭店，看到环卫工

人风里来雨里去，觉得他们很辛

苦，自己帮不上什么大忙，搭建个

桌台，给他们提供些热水总能

行。”30余岁的小伙子魏江说：“看

到清丰有企业家们搭建了爱心桌

台，俺也想着为环卫工人做点事，

俺开了个大澡堂子，所以就给环

卫工人们提供了免费洗热水澡的

服务，环卫工人们高兴，俺也高

兴。”像这样的爱心接力，传递了

正能量，更加深了人和人之间的

理解与信任。

虽然这些爱心桌台是企业家

们自发设置的，但却和清丰县积

极倡导“文明风尚、团结友爱”的

理念是分不开的。清丰县秉持该

理念，大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道德讲堂”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积极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群众互帮互

助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精神

动力。

如今，让清丰的老百姓津津

乐道的不只有清丰建设了啥，更

多的是清丰谁谁办了啥好事。清

丰县城关镇东关村的医生李秀丽

说：“以前做好事都谈条件，现在

大家做好事都不愿留名，爱心需

要接力，接力多了就能成为一种

风尚，这种风尚能催生文明和

谐。”

宝丰县马楼村重视教育成远近闻名的“硕博村”

小村30多年出了8个博士7个硕士

赏牡丹
到中牟白沙镇

淅川县

为百万亩公益林投保

汤阴县宜沟镇

贞德有机农业
有限公司挂牌上市

她叫杨利娟，创办伊川县首家玉器加工工作室

“85后”农家女创业“玩”玉器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梁展 文/图

杨利娟在给员工进行技术指导。

强化源头监管 护航百姓餐桌

安阳县密织农产品安全保障网

舞钢市苇子园村

年迎14万余游客

项城市

母子不慎落水
夫妻二人施救拒收酬金

清丰县

爱心接力温暖环卫工人

本报讯 (记者侯博 通讯员何为 刘

威)4月17日，宁陵新型复合肥特色产业

基地被河南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特

色产业基地，并正式挂牌。这是宁陵首

次获得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现有史丹利、嘉

施利、福万家、丰四方等复合肥骨干企业

以及相关联企业17家，复合肥年产能达

650万吨，带动就业人数8000多人，主营

业务收入占全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40%以上。产业基地与中国农科院、河南

科技大学等多家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了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宁陵新型复合肥
基地正式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