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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材柔弱却内心坚强；她把自己的疾苦深

藏心底，承担着十余人的家庭重担；她以孝为先，

几十年如一日用真情温暖着这个曾经不幸的家

庭，感动着邻里百姓。

她就是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梁墓村74岁的

村民王梅荣。她34岁守寡，独自一人养育子女和

5个未成年的婆弟妹，伺候卧床不起的公公7年，

现在还在伺候93岁高龄的婆婆。

2015年淮阳县孝顺媳妇评选，亲戚邻居联

名将她推荐到评选委员会。她的事迹先后被多

家媒体报道，并被评选为河南省“乡村好媳妇”。

一个人扛起一个家

1942年，王梅荣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8岁

嫁到刘振屯乡白庄梁墓村。她性情朴实，与公婆

关系融洽，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媳妇。天有不测风

云，1976年，王梅荣的丈夫白登山因突发心肌梗

塞病逝。突如其来的噩耗让王梅荣难以接受，看

着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有半岁，看着因痛

失儿子伤心欲绝的公婆，看着5个未成年的婆弟

婆妹……她擦干泪水，忍住悲痛操办了丈夫的丧

事。

从此，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庭的责

任，悉心照顾公婆孩子，打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

11亩田地。有人劝她趁着年轻改嫁，被她一口回

绝。

2002年，王梅荣的公爹因患脑中风卧床不

起，王梅荣与婆婆齐玉兰一起，悉心照料生活不

能自理的公公，直到7年后公公去世。

2004年，王梅荣34岁的婆弟白银山也因心

肌梗塞猝死，婆婆接连送走两个儿子，心理承受

不住打击，一度卧床不起。王梅荣拉着婆婆的手

说：“妈，我是你闺女，也是你儿子，我伺候你一辈

子。”

邻里的热心人

公公去世后，子女相继离开家庭，她和婆婆

相依为命。她走路、干活都是小跑，起早贪黑，将

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种地也是一把好手。

她有一副热心肠，跟邻居们的关系十分和

睦。每逢乡邻办红白大事，她再忙也会主动帮

忙。她还有一双巧手，邻居家的孩子想做身棉

衣，她都会帮忙缝制，每到冬天，村里很多娃娃穿

的都是她亲手做的棉衣。

平时，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外出了，碰上有谁

家老人生病，她就主动带着去医院。她说：“我们

尽量让孩子在外面少操心。”

▶下转第二版

发现身边的爱和感动，把爱和感

动传递出去，进而温暖更多的人，让我

们的社会充满向上的积极的正能量！

我们每个人只需拿起手机就可以。写

下那些故事和你的感动，也请把这份

感动和那些故事转发给更多的人。

线索和故事可投递至：

微信：河南日报农村版(hnrbncb)

何难帮忙(henanbangmang)

信箱：ncbsjh@126.com

发现爱 传递爱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在身边爱在身边··首届河南首届河南乡村好媳妇乡村好媳妇

本报讯（记者杨青平）位于潢川

县的河南黄国粮业是中国最大的水

磨糯米粉企业，每天产生几千吨废米

水，为了实现达标排放，花费不菲。

从去年起，废米水变废为宝。该厂聘

请的海归博士叶长明，利用废米水规

模化生产益生菌制剂获得成功。该

制剂以光合细菌为主，也包括乳酸

菌、芽孢杆菌等益生菌，在养殖、污水

治理和设施农业上应用，效果非常显

著。

利用加工糯米粉的废水培养益

生菌，制备微生态制剂，这在国内外

尚属首创，国家发改委因此拨付专项

资金，支持该项技术创新。该技术已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公示。

叶长明博士2014年入选“河南

省首批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他介

绍说：光合细菌就是能进行光合作用

的细菌，它无毒无害，能把环境中的

化学物质（包括有害物硫化物等）合

成为有益的营养物质，它还具有固氮

作用，因此既可以净化污水，消除污

水以及垃圾的臭气，又可以作为动物

的饲料和植物的菌肥。应用如下：

农村养猪污染严重，冲洗粪便的

污水积满沟塘，臭气熏天，蚊蝇滋

生。将光合细菌等益生菌制剂注入

沟塘，一至二周即可净化，臭气明显

降低。

农村鱼塘因为投放粪便和化肥，

污染也很严重，造成水体缺氧，有害

微生物和病菌繁殖，从而导致鱼生

病。光合细菌等益生菌制剂不仅可

以消除有害的无机物和有机物，抑制

病菌繁殖，还可以给鱼增加营养。

光合细菌在土壤里具有固氮作

用，并抑制土壤病菌，因此可以促进

作物增产。它自身丰富的氨基酸、维

生素等有机营养物也可以被作物吸

收，从而提高粮食、蔬菜、水果的品

质。

光合细菌等益生菌制剂是什么

样子？叶博士说：是红色的，装在透

明塑料桶里，就像番茄汁，越红表明

细菌含量越多。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王高鸿

李璠）苹果树上结的苹果可以当水果销售，

也可以加工成果汁出口，从剩下的果渣中

可以提取出果胶，每年修剪的树枝粉碎后

可作为生产香菇的原料……近年来，灵宝

市围绕农产品上项目，拉长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灵宝现有果园面积115万亩，年产果

品160万吨，目前该市规模以上果品加工

企业6家，年可加工果品40万吨，消化果

蔬能力180万吨，灵宝也被评为全国果蔬

加工“十强县市”。

果品加工业让果农吃了定心丸，也带

动了果品种植面积连年扩大。依托每年修

剪的大量苹果树枝，灵宝发展起了食用菌，

经过十几年发展，目前年生产规模达到10

亿袋，产生了焦村镇杨家村、西阎乡干头村

等12个食用菌专业村。规模的壮大吸引

了不少外来客商投资食用菌加工项目，福

建客商先后投资建设了闽钱、亨佳、佳福等

食用菌加工出口企业，使该市逐步形成了

香菇加工产业集群。

除销售鲜菇、加工出口干菇外，该市

还引进欣科食品项目，年加工香菇酱系

列产品6000吨。昌盛公司今年4月推出

即食型香菇脆片，深受市场欢迎，也填补

了该市食用菌产业缺乏终端产品的空

白。

农业加工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民持

续增收。由西班牙客商投资的宝励浩食品

加工项目，利用西阎乡丰富的芦笋和蔬菜

资源，年加工果蔬1万吨，芦笋8000吨；依

托30万亩核桃园，该市建成远山核桃精深

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有机核桃、核桃油、核

桃休闲食品等。今年4月，该公司投资

1200万元，在朱阳镇杨家河村栽植优质核

桃3300万亩，实现了“基地+农户+企业”

产业化发展模式。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静会高

书胜）“过去办农机补贴，要跑村里、镇里、市

里，现在省事多了，不到三分钟就办完啦。”

近日，邓州市桑庄镇官路村农民鲁奇志告诉

记者。

让群众办事更省心，这得益于该市

2015年底试点实施的“四化双评”（“四化”

即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群众信息化、为民

服务全程化、服务效能公开化，“双评”是指

基层党组织评星晋级、党员评星争优）工作

新机制。

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吴刚说：

“‘四化双评’是邓州在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

上的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深化社会治理改

革，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让群众少跑腿、办成事，是邓州开展“四

化双评”工作的宗旨。为此，该市试点乡镇

（街道）扎实抓好信息采集、队伍建设等基础

性工作。建立“四化双评”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整合了43项便民服务项目，连同7个试

点乡镇（街道）136个社区（村）的居民信息，

都集中在数据库内，信息员可以通过服务平

台网上办理农村五保审批等事项，真正实现

了“网上一站式服务”。

为确保工作实效，网格内的工作人员实

行“定人、定岗、定责”和包片区的“三定一

包”责任制，形成“人在格中、事在网中、优质

服务、高效便捷”的网格治理新机制。

与“四化”相匹配的是“双评”工作。邓

州按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星级评定标准，评

出星级支部和星级党员，通过“双评”让广大

基层党员都参与到“学习、述职和评议”中

来，服务意识普遍增强。

古城街道小西关社区党支部书记巴红

心说：“‘双评’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全面

地了解到工作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服务群

众。”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赵同增通讯员李

建彬）8月17日，延津县与深圳华大基因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深入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建成大健康产业

战略示范工程。

华大基因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

中心，目前已完成了130多种农业物种的基

因组测序，并由此建成了从基因组破译和基

因挖掘到全基因组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全

线贯穿。延津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

国优质小麦产业化示范县、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与

人才优势，在产业集聚区建设方面成果显

著。

据介绍，双方将充分利用华大基因在农

业物种上的基因组数据库优势和全基因组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平台能力，有效挖掘

地方优势特色物种资源。共同开展小米深

加工食品产业开发，致力于打造小米后加工

产业链条；对当地优势特色农业物种，如小

麦和胡萝卜等，进行品质选优和产业开发。

同时，还将通过基因检测技术致力于在当地

降低已知出生缺陷和宫颈癌预防。

内乡“扶贫车间”助3000余人就业
8月17日，在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切纸加工车间，贫困户李秋焕在生产线上工作。近年来，该县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在村里设

置就业扶贫车间，目前全县已有30个贫困村建成“扶贫车间”，带动3100余名农民实现务工增收。 樊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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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与延津县携手
共建“大健康工程”

益生菌用途：治理养殖业污水和黑臭水体，
作为饲料添加剂和农业菌肥

海归博士叶长明
用米厂废水培养益生菌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本报讯（记者史晓琪 通讯员李

敏平奇）8月12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我省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鼓励、

引导、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办学，5年

来，近400亿元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

域，全省民办学校数量从10539所增

加到16707所，增长了58.5%。

2011年以来，我省连续出台三

个关于促进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文

件，特别是2015年省政府出台的《关

于加快推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意见》，

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省政府名

义出台促进民间资本投资教育的文

件。《意见》除了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具

有公办学校同等权益外，还制定了民

办学校征地、建设、税收等方面的多

项优惠政策。目前，全省已有14个

省辖市、4个省直管县（市）政府也出

台了促进民间资金发展教育的意

见。许多市、县都把民办学校办学用

地纳入城镇建设用地整体规划，民办

学校新建、扩建用地按照公益事业用

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与公办学校享

受同等优惠政策。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杠杆作用，吸引民间资金投资

教育的积极性，省财政从2012年起

设立2000万元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

金，并逐年增加，今年已达到5000万

元。在省财政资金的示范带动下，各

地市也纷纷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

资金。其中，郑州市、洛阳市每年专

项资金均达到5000万元，许昌市每

年2000万元，开封市每年1000万

元，商丘市、周口市、驻马店市每年

500万元，焦作市、平顶山市、永城市

每年300万元，滑县每年150万元，

邓州市每年100万元。各级政府设

立的财政资金充分发挥杠杆作用，全

省每年撬动民间资金近80亿元。民

间资金投资教育，不仅扩大了教育规

模，缓解了我省教育资源特别是城镇

教育资源紧缺的矛盾，满足了群众多

样化教育需求，同时，也扩大了消费，

拉动了经济增长。

为促进民办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省教育厅强化服务意识，在学校设置

审批方面向民办学校倾斜，民办学校

只要达到办学条件就尽力通过。

2011年以来，省政府共审批设置了

32所高校，其中民办高校14所。在

招生计划方面，我省也向民办学校倾

斜。近年来，我省民办高校招生计划

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公办高校。同

时，省教育厅还不断加强对民办学校

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培训力度，加强民

办高校和职业院校特色专业建设，努

力帮助民办学校强化内涵建设，不断

提升办学水平。

我省民办学校5年增近六成

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吸引近400亿元
民间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