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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5月1日，滑县红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老店镇常屯村农民白红

永种植的17棚“京欣8号”超甜西瓜陆续成熟，已开棚上市，引来了外地客

商前来收购。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毕兴世毕向宁摄

本报讯 春暖花开,又到了捕捉蜈蚣的

好季节,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光山县白

雀园镇盛产金头蜈蚣。随着这几年蜈蚣价

格的上涨，农民捉蜈蚣的势头有增无减。

虽然每年抓到的蜈蚣在10万条左右，但仍

然没有影响到繁殖力极强的蜈蚣的生长。

一些富有经验的农民，仅捉蜈蚣一项，年收

入可达万元以上。

白雀园镇钟桥村农民李儒平告诉笔

者，当地农民“巧”发蜈蚣财，巧就巧在不是

拿着工具在石头里刨、土里扒，而是掌握了

蜈蚣夜间出来觅食的习性，每当夜幕降临，

带着灯具，拿上夹子和装有酒精的瓶子，找

到蜈蚣后，快速地夹进瓶子。这样不误工、

不伤人，第二天再加工整理“醉”了的蜈蚣。

天气闷热时，是捉蜈蚣的黄金时节，一

晚上能捉一二百条。按照目前市场上每条

收购价两元的价格，一晚上的收入自然可

观。据了解，该镇参与捉蜈蚣的农民每晚

都有150人以上。

（邹晓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刘海军）

4月15日，在舞钢市尚店镇后岗村陆国政

的养牛场，十几头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

一旁喂料的主人陆国政说：“肉牛一般长到

1200多斤的时候出栏，每头牛能挣3000

多元，年前刚卖了30多头牛，净收入10万

多元。现在存栏不多，这几天就准备再到

山东进点小牛。”

陆国政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有

了一些积蓄后，想在家门口创业致富。回

到家乡后他看到麦收时小麦秸秆随意丢

弃，秋季的花生秧、红薯秧遍地都是，便萌

生了发展养殖的念头。经过多方考察，他

发现牛肉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加之自小就

和牛打交道，陆国政决定发展养牛业。

2009年春，陆国政投资10万多元，建

起了家庭养殖场，从泌阳、社旗等地购回了

8头牛犊。牛买回来后，他精心饲养，还购

买了很多养殖资料，深入学习养牛技术。

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他掌握了过硬的养

殖技术。

据了解，陆国政在流转的100多亩土

地上种植了小麦、玉米和大豆，秸秆基本满

足牛饲料的供给。一方面秸秆还田，牛粪

上地增加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结构，另

一方面又降低了种植成本，实现了粮食增

产增收，每亩玉米和小麦产量都在500公

斤以上，初步实现肉牛养殖和生态农业的

良性循环。

富起来的陆国政主动带领附近村民

养牛致富。“只要村民有养牛积极性，我都

支持。为他们免费提供养殖、饲料配方、

建场规划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和

销售服务。”陆国政说。该村在外务工的

晋留芳、李富国等人在陆国政的带领和帮

扶下，不再外出打工，纷纷留在家里当起

了“牛倌”，全村牛存栏5头以下的80多

户，5头以上的13户，总存栏700多头。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刘瑞芳）“现在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我得

抓紧时间把这批苗移栽下去，到农历四月

初必须给江苏和浙江的老板发过去，否则

就要违背合同了。”4月28日，内黄县后河

镇丰悦农场负责人王学军说。

王学军是内黄县后河镇农民，早年在

外经商，后来有了积蓄便回家投资搞养

殖。时间长了，猪粪越积越多，外销量又

比较少，王学军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于是

他把猪场附近的50亩地流转过来搞种

植，这样猪粪既能得到充分利用，又能增

加种植效益。王学军到外面考察市场后

得知种植菊花不错，技术比较简单，经济

效益还比较高。同时，他还在朋友的引

荐下，与浙江、江苏的客商签订了供货合

同。

“去年我是第一年搞种植，农历三月

开始定苗，四月初便把菊苗给客商发过去

了，光苗一亩地就赚了一万元，到秋天菊

花快开的时候，我再把花收获后送过去，

两茬一算，我一亩地收入达一万五千多

元。”王学军说，“我用猪粪种植的菊花，不

仅苗长得壮实，开的花也非常鲜艳，而且

花期长，深受消费者喜爱。要是今年的行

情还不错，明年我准备再扩大一些规模，

把菊花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来。”

“五一”期间，新安县在该县樱桃谷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让

慕名而来的游客品尝樱桃之余，听歌、赏舞，感受乡村游的魅力。

为强力实施“旅游富民”战略，该县决定串点成线，把磁五仓公路沿线

打造成为洛阳西线乡村游的第一品牌，此次音乐节，更是集音乐、美食等于

一体，吸引了洛阳及周边县市近万名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许金安摄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汪军）五一

小长假圆满结束，郑州交运集团4月30日至

5月3日，四天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发送

班次1.9万班，加班357班。

据悉，今年公路客流总体基本持平。同

往年一样，公路客流高峰出现在节前的4月

30日下午和5月1日的上午，郑州市各个汽

车站均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客流增长。特别

是4月30日，郑州交运集团单日发送旅客达

到29.7万人次，再次创下单日发送量的新

高。而客流主要成份以学生流和旅游流为

主，方向主要集中在省内旅游城市及景区，

周口、平顶山、洛阳、焦作、云台山、漯河等热

点线路，主要出行方向为省内中心城市等中

短途。

5月1日，在孟津县朝阳镇官庄村洛阳绿珠园艺有限公司的百亩桑葚采摘园里，两个小姐妹在比较谁采摘的桑葚大。当天，

孟津县朝阳镇第三届桑葚采摘节在这里开幕，吸引了2000余名游客前来观光，体验采摘的乐趣。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时广建)5

月2日，杞县高阳镇团城村一名4岁的男孩

不慎落入15米深的机井内。杞县公安局民

警和消防大队官兵奋力施救，历时4个多小

时，最终把钢筋做成弯钩，成功救出了男孩。

当天18时25分，杞县高阳派出所接到

报警，在值班的副所长魏东林和民警李登论

立即驱车赶赴现场。现场位于距派出所近5

公里的团城村北地一条生产路上，在一个灌

溉机井内，民警发现一个小男孩被卡在距离

井口约15米深的位置，当时小男孩仅头部露

出水面，正“哇哇”大哭，十分危险。因灌溉机

井直径约30厘米，大人根本下不去。此时，

县公安局副局长范克领和消防大队官兵也

闻讯赶到了现场，但眼前的情景同样让消防

官兵们无能为力。

“先想法让孩子脱离水面，消除被淹住的

危险。”范克领指示。消防官兵用钢筋做成一

个弯钩小心翼翼地往井下送，几经尝试，钩住

了孩子的衣服，先让孩子脱离了水面，但因孩

子穿的衣服单薄，民警不敢硬往上拉，唯恐弯

钩脱离，让孩子再次受到伤害。“再用一个弯

钩，套住孩子后面的衣服，让他的身体保持平

衡。”大家商议后，又采取同样的方法钩住了孩

子后背的衣服。此时天色已暗了下来，孩子

的哭声越来越嘶哑，卡在井中一动不动。

为保险起见，民警们又将一条长绳打

成活结，让其父母与孩子交流，最终将绳子

套住了孩子的一条胳膊。“绳子和两根钢筋

一块向上拉。”众人齐心协力，男孩开始一点

点向井口移动。

23时30分，在钩子和绳索的共同提拉

下，孩子的身体接近井口，早已趴在井口等

候的女派出所所长陈李平探身将男孩拉了

出来。在民警和消防官兵帮助下，小男孩立

即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据男孩的父亲王伟说，当天他领着孩子

下地抽蒜薹，孩子玩耍时将一串钥匙丢在路

边的大蒜地里，在他寻找钥匙时，孩子和邻家

男孩在路上追逐嬉戏，不小心掉入机井内。

昨日记者与王伟取得联系，小男孩目

前在医院经过抢救，已脱离生命危险。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翟亮亮）目前，小麦生长已进入抽穗

扬花期，也是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

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夏粮丰收，近

日，清丰县组织“百名农技人员下

乡”小麦病虫害防治科技服务专项

活动，要求全县农业科技人员通过

举办电视讲座、开展专题培训、印发

明白纸、组织专家现场指导等多种

形式，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防治小

麦病虫害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据了解，自该活动开展以来，清

丰县实行科技干部包乡、农技人员

包村的工作责任制，组织下派6个督

导组、100名农技人员，发放明白纸

10万份，指导培训农户10万人次。

同时，该县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

体，积极宣传小麦病虫害防治的意

义与作用。

截至4月30日，该县防治面积

达58.5万亩，占全县麦播面积73.1

万亩的80%。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郑志磊刘

亚甫）四月下旬，记者在襄城县汾陈乡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区内看到：田野整齐，绿油油

的小麦挑着麦穗儿随风摇摆，笔直整洁的乡

间公路两侧，挺立着一排排柳树、速生杨和

红叶石楠，错落有致，呈现出勃勃生机。该

乡方庄村村民杨军民正在为小麦喷施叶面

肥，他高兴地说：“往年里，浇水啥的都不方

便，这儿的庄稼都是靠天收。现在通过开

发，这里的麦田旱了能浇水，涝了也不怕，说

啥也得种好，今年肯定是个好收成。”

让杨军民打心眼里高兴的是近年来该

乡大力实施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汾陈乡

是农业大乡，农田水利建设关系着千万群众

的“钱袋子”。2014年以来，汾陈乡党委、政

府紧抓机遇，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大力

实施农、林、水、电、路等农业综合治理项目，

开发土地2.2万亩，惠及16个行政村2万多

人，新开整修田间生产道路56千米，新修水

泥路18千米，新修矿渣路4000米，总投资近

2800万元。将昔日“靠天收”的中低产田

变成种粮大户抢手的“香饽饽”。

为有效推进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顺

利实施，该乡坚持走集中连片、规模开发之

路，按照现代农业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要

求，科学规划项目，充分尊重当地群众意愿，

将项目设计与群众方便生产生活有机地结

合起来。在项目建设中，该乡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进行工程招投标，严把实施关、监理关，

建立了以监理为主、农业综合开发办管理人

员和农民义务质量监督员相结合的工程质

量管理体系，对工程建设进行全过程监管。

在使用和管护中，该乡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在项目区设立管护责任牌，明确管护内容和

责任人，确保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近年来，该乡还将农业综合开发与植树

造林结合起来，采取公司运作模式，实行专

业化栽植，确保“栽一株，活一棵，造一片，活

一片”，保证成活率在98%以上。此外，该乡

还积极明晰林木产权，提高群众植树积极

性，强化树木管护力度，真正做到树木成活

有人看，毁树行为有人管，实现长效管护。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该乡新栽植速生杨

11万棵、柳树8000棵、大叶女贞4000棵，农

业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该乡通过重点建设地埋线、泵

站、管道输水等工程，突出解决节水抗旱问

题，确保旱涝保收。便利的水利条件，让近

20个村的农民“靠天种田”成为历史。此外，

便利的交通、水利条件吸引种粮大户在农开

项目区内流转土地2400多亩，成立种养殖

业合作社20多家，带动富余劳动力520多

人。众多知名合作社也纷纷集聚该项目区，

如源荣牧业、中中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会平烟叶种植合作社，该乡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和综合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崔丽郑文艺）“亲，你是老客户，请放

心，一千斤红薯，一定给你留着。”4

月27日，沈丘县莲池镇大郑营村的

刘中信在地头用QQ与客户交流

着。

说起刘中信，“他可是个走在时

代尖端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不少人

这样评价他。他虽文化不高，却是个

种地高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网

络的普及，他又做起了网上销售。

“你看，我才开始种红薯秧苗，

这订单已经满了。”刘中信自豪地对

笔者说。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

上看到了郑州农科所新培育的春

薯，于是，凭着自己的种地经验，他

大胆的承包了20亩地，全部种上了

春薯，4个月后，他利用网店销售一

空。今年，他又包了50亩，而且增

加了几个新品种。

“这网上销售就是方便，随时随

地都能做买卖，我这生意都做到上

海了，明年我准备再承包50亩，成

立个合作社，注册个商标，我还准备

打入国际市场呢，让外国人也尝尝

咱的红薯。”刘中信说。

近年来，在沈丘县农村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新型农民，一家又一家

红红火火的网店，给农村生活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色健康的农

产品通过网络走向全国。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永安蔺文龙）“作为村党支部书记

能自己掏钱为村上老人过生日，我

们做儿女的就更应该孝敬自己的父

母了。”4月24日，鲁山县张良镇三

间房村村民宋路伟说，4月15日是

其83岁老父亲宋福祥的生日，村党

支部书记卢国栋在那天专门送来了

生日礼物。

自去年春节以来，卢国栋坚持

为该村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

老人生日当天，卢国栋总会带着村

“两委”干部为老人送去生日礼物，

同时发放100元慰问金，与老人拉

家常。碰到鳏寡孤独老人，他们还

会亲手为其煮长寿面，使他们感受

到组织的温暖。迄今，卢国栋已累

计为62位80岁以上老人过了生日，

发放慰问金6200元。

三间房村处于鲁山县张良镇南8

公里的浅山区，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全村面积18平方公里，由7个村民组

14个自然村组成，共有1876人。近

年来，随着村上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日

益增多，留守老人的生产生活经常遇

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在全村形成尊

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倡导文明新

风，卢国栋毅然决定为老人过生日。

据了解，自1995年任三间房村

党支部书记以来，卢国栋带领群众

修通了村组道路，建设了新型农村

社区，帮村民引种薄皮核桃500余

亩、芦笋200余亩、中药材50余亩。

去年以来，三间房村没有出现

一起信访案件，更没有发生一起因

赡养、抚养、婆媳关系等问题引发的

纠纷，许多在外务工人员纷纷给卢

国栋打电话表示感谢。

清丰县

百名农技人员送技到田间
内黄县后河镇农民王学军

用猪粪种植菊花
一亩年赚一万五

光山县白雀园镇农民

夜捉蜈蚣巧致富

舞钢市尚店镇农民陆国政

生态养牛带民富

公路运输
五一运客70万人次

农业综合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襄城县
汾陈乡

钢筋做成弯钩 钩出落井男童

赵萌：
有思路脑子活的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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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魏庄村投资600万元建起了驻

马店益农丰达高品质蔬菜生产基地。当年，

全村蔬菜种植就发展200多亩，收入达100

多万元。

在此基础上，赵萌又有了新想法，他决

定利用魏庄村地处郊区的地理优势，搞特色

种植发展观光农业。他前后组织几十名村

民代表到陕西户太、西安杨陵等高科技农业

种植园考察，随后又到河南省农科院咨询论

证。

在赵萌的带动支持下，当年村民们种了

200亩葡萄，并在两年时间内将种植面积扩

大至500亩。赵萌为此垫资150余万元。

2013年秋，赵萌得知河南50强企业晋

开集团要搞大面积土地流转的消息后，连续

6次到晋开集团总部洽谈，最终促成晋开集

团在魏庄村流转土地5000多亩。

一次次与大企业合作，魏庄村村民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机遇，魏庄村的发展越来越

好。然而，细心的村民却发现村支书昔日的

座驾“路虎”却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

沈丘县

新型农民网上致富快

鲁山县张良镇三间房村村支书卢国栋

个人为本村耄耋老人过生日

事发杞县高阳镇，消防官兵经过努力，将一名4岁男孩从机井中救出

孟津孟津 桑葚采摘乐游人桑葚采摘乐游人

■动脑筋巧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