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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如钢 通

讯员王璐）如今，以文化广场、

文化亮点村、文明工程、广播

村村通为重点的“文化工程”

建设，正在武陟农村如火如荼

地开展。“农村文化建设，不仅要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更要做‘民心

工程’，只有了解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才能把文化种到群众的心坎

里。”8月2日，武陟县委书记闫小杏在谈到农村文化建设时有着

自己的见解。

阵地建设是该县农村“文化工程”的重要内容。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该县首批筛选46个示范村率先实施“文化工程”建设。

在文化广场建设过程中，该县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利用村内闲置

场地，广场面积可大可小，样式也不拘一格。同时，该县选择15

个基础条件较好的村，配套建设文艺演出舞台和“三室一场一校”

（综合活动室、阅览室、宣传室，户外活动广场和农民学校），打造

文化建设亮点村。

在资金筹措上,该县在拿出200万元对示范村进行资金扶持

的基础上，构建起向上争取一部分、财政配套一部分、乡村自筹一

部分、帮扶单位支持一部分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今年以来，全县

农村已建成文化广场54个，文艺演出舞台32个。

硬件夯实了，软件也要跟上去，为此，该县还推出了“幸福广

场舞”、“全民健身月”等系列文化活动。为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

设，该县还举办广场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培训舞蹈文艺骨

干500多人。各村选配有一定特长的老教师、退休人员担任文化

管理员，结合村情开展文化活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通讯员董胜军记

者巴富强）“近三年来，110多

户贫困军人家庭喜迁新居，196

名符合安置条件的退伍军人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1743名优抚

对象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全县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金、慰问金

等100%列入财政账户实行专

账管理；驻扶部队为地方开展

军事训练8000余人（次），军训

学生近2万人（次），救助失学

儿童50多人；配合公安干警出

警600多次，灭火160起，救援

110次，挽回经济损失3200多

万元……”7月28日，谈及军民

融合，扶沟县民政局局长翟保

宪如是说。

近年来，扶沟县把双拥工

作纳入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

部署、同检查、同落实，探索出

了新形势下“围绕发展抓双拥，

抓好双拥促发展”军民融合式

发展的新路子。

2013年，扶沟县制定新一

轮“城市建设规划”时，扶沟县

县长张颖波要求有关部门必须

征求县人武部和驻军部队的意

见建议，她说：“按照军民融合

发展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

国防需求，我们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国防账！”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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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雅琳）8月4日，省民

政厅下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九届“中华慈

善奖”我省候选对象的推荐工作。

“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最高

政府奖，自200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八届，

其目的是为了表彰在我国赈灾、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助学、助医以及支持文化

艺术、环境保护等公益慈善领域做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机构及项目。本届“中华慈

善奖”共设置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最具影

响力慈善项目、最具爱心捐赠企业、最具

爱心捐赠个人四类奖项，最终表彰名额为

50个，并增设100个提名奖。

候选对象申报材料可采用推荐和自荐

两种方式。参评机构和个人可登录省民政

厅网站（www.henanmz.gov.cn）下载申

报材料，申报时间为8月5日至9月10日。

8月3日上午，帮忙记者

接到范县陆集乡林楼村一家

养鹅场负责人林英伦的求

助。林英伦称，他是林楼村

的一名普通村民，今年3月

份，他在建养鹅场之前，去过

江苏、郑州、焦作等地考察，

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项目，

后来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前后投资80多万元建成了

现在占地面积120多亩的养

鹅场。养的品种是泰州白

鹅，平时喂鹅的是统一配好

的饲料及青草，没有任何添

加剂。

林英伦告诉记者，第一

批肉鹅是从4月份开始养的，

现在眼看着1.5万只鹅已陆

续长成，却找不到好的销售

渠道，他心里很难过。读者

朋友如有需要或能帮助提供

销路的可与林英伦联系。林

英伦电话：18338948555，林

楼村党支部书记林存建电

话：13603832988。

帮忙记者 段宝生

电话：13700806916

往年的粮食补贴一般在3月份就发到农

民手里了，但今年直到8月份，补贴还迟迟没

有发放，不少农民纷纷给河南日报农村版编

辑部来信、打电话询问。

滑县老庙乡东中冉村韩蓝朝：今
年麦季，我们乡遭遇了龙卷风和冰雹，我家种

的20亩小麦在收割前又着火了，平均3亩小

麦才收了一袋半。受了这么大灾，偏偏粮食

补贴也不发，到底是咋回事？粮食补贴是不

是取消了？

伊川县鸣皋镇周元村田顺强：俺
这个地方是丘陵区，每户合地少，全家就靠

12亩薄地生活，每年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

补贴和良种补贴，加起来有1300来块钱，这

对我家来说也是个不少的收入。今年的补贴

咋到现在还没发？

社旗县陌陂镇关庄村牛桂松：我

在镇里办了一个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租

的1000多亩地里主要种植白术、白芷和杭白

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质是二合土，得一

个劲儿浇水，现有的几台小水泵根本不够用，

杭白菊已经死一半了。我和丈夫已经投入

200多万元用于建场房、烘房和购买水管、电

线等，已经欠了不少债。听说农民专业合作社

可以享受补贴，要是能尽快得到补贴，就可以

缓解一下我的困难。我想知道我的合作社今

年到底有没有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补贴？

就上述问题，记者从5月底就多次询问

省财政厅、省农业厅，得到的答复是：实施方

案正在制订，具体做法是先由省财政厅起草

方案，然后给省农业厅看过后会签，报省政府

审定。后来，省财政厅说草案已经给省农业

厅了，省农业厅可能有不同意见，正在研究。

8月5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是：省财政厅

和省农业厅准备在最近会签这个方案，很快

就会出台。

滩区群众愿意搬吗？春节前，迁建试点群

众能按计划搬进新家吗？眼下，试点乡镇迁建

干部有啥诉求？ 7月20日至22日，河南日报

农村版记者带着疑问深入濮阳范县、新乡封丘

黄河滩区，探访迁建试点乡镇，了解试点工作

进展，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愿望。

老人留守的村庄

7月20日下午，记者前往范县陈庄镇邢庙

村采访。

一下黄河大堤不远就是邢庙村，村子不大，村

口有几个老人在打麻将，再就难见什么人。

村里的房子破旧不堪，很多院落长满了荒

草，像是很久没人住的样子。 因为地少，生活

条件差，又没啥能挣钱的营生，村子里的中青

年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常年不在家，家家户户

大都是老人留守。

有一户房子前的草都有1米多高，村里人

说男主人离婚了，老婆和女儿走了，他常年在

外打工，四五年都没怎么回来过，只是偶尔回

来看看住在旁边的七八十岁的老母亲。

终于看见一个建有两层楼的院落，从外观

看房子建得不错，在村里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一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苏金银，

70多岁，老婆脑子不太好使，他的房子是5个

儿子凑钱买的。进到院子里，让我们吃了一

惊，到处乱七八糟，破烂不堪，一件像样的家具

也没有。5个儿子都不在这里住，老两口守着

一个空院子生活。

人均只有0.13亩地

邢庙村村边有一座黄河浮桥，通到对面的

山东，河岸下有一片玉米地，这也是这个人均

只有0.13亩土地的小村最大的一块地。个子

挺高、又黑又瘦的村支书陈存立指着黄河对岸

告诉我们：“10年前，河南沿那片还都是咱的

地，有上千亩，当时村里一人合3亩多地。一

涨水，说话工夫地就落河里了。”

记者问陈存立：“村里人愿不愿意搬？”他

笑了：“年轻人可愿意。”“老年人呢？”“现在当

家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听年轻人的。”记者追

问：“他们到底咋想的？”▶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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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成睿智

农民种地不但不用缴税了，政府还给补

贴，这对农民来说当然是好事。而且这个好

事从2004年以来已经办十多年了，往年的

补贴基本上都能及时打到农民的银行卡里，

农民对此已经习惯了，今年忽然推迟了这么

长时间，农民有疑惑、怨言也在情理之中。

问题是，好事为什么拖延这么长时间？

据省财政厅农业处相关负责人说，补贴实施

方案的草案由省财政厅起草，想不到把草案

给了省农业厅后，省农业厅有异议，事情就暂

时搁那了。好在有最新好消息：省财政厅和

省农业厅终于要在最近会签实施方案了。

本来，按照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调整完

善农业三项补贴的意见，我省今年并不是这

项改革的试点省，到2016年实施这项改革

也不晚。但是，我省想在今年就按照意见精

神对三项补贴政策进行改革，让农民和农业

早点受惠，这本身是一个好事情，结果却使

补贴发放推迟了。

制定政策涉及方方面面的细节和程序，

需要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协调，确实不

易。但，有些省份，比如山东，实施方案出台

就比较早，目前对农民的补贴都快发放完毕

了。我省的实施方案出台为什么这么迟

缓？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好事也要快办、办好、办实、办到位，不

然，延迟到一定程度，好事恐怕就变成坏事

了。

短评▶▶
好事要快办、办好、办实、办到位

□成睿智

编者按：滚滚黄河在我省境内留下了464公里长的跋涉足迹，形成2116平方公里的广阔滩区，滩区里居住人口125.4万人，其中贫困人口就
有33万，已形成全国最为集中连片的贫困带之一。让黄河滩区的群众逐步搬出来，过上经济发展、安稳幸福的生活，这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

去年12月25日，省政府在郑州召开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作动员大会，部署迁建试点工作，先行选择范县、封丘、兰考3个县4个乡
镇中受洪水威胁较大、能整村外迁安置的14个村庄，开展迁建试点工作，为大规模迁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标志着我省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常年居住在黄河滩区的125.4万人口有望彻底脱贫。目前，迁建试点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进行了
实地走访。

我省启动
“中华慈善奖”评选
即日起可自荐参评

滩区群众可否愿搬？

8月5日，一对情侣在

商水县农业专家、高级农

艺师刘启山创办的百亩绿

苑葡萄采摘园里采摘葡

萄。近两年来，该县大力

发展绿色生态休闲旅游，

全县生态果园面积达1万

多亩，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采摘、旅游。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

讯员乔连军摄

邢庙村党支部书记陈存立（左）向村民卫敬忠了解迁建诉求

商水

葡萄葡萄熟了熟了
生态生态游热了游热了

每周两天半小短假，你说好不？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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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合作社精准“拔穷根”

新乡扶贫穿新鞋走新路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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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司令”张全收

修了村小学再建敬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