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陈海棠 胡洪涛 记者巴

富强）“这些盆花是乡政府奖给俺家的，领导

还亲自来挂牌匾，太有面子啦！”7月10日下

午，鹿邑县高集乡王屯村村民刘凡满脸的笑

容，边说边将20盆芬芳斗艳的盆花摆放在自

家庭院内。

当天，由鹿邑县委宣传部、县妇联、高集

乡政府共同主办的美丽乡村“最美庭院”表彰

会在高集乡王屯村召开，35户村民获得表

彰。奖品很特别，每户奖励20盆优质盆花。

为何要向“最美庭院”村民奖励盆花？原

来，今年高集乡、王屯村在评选“最美庭院”

时，一改往年奖励生活用品的习惯，用鲜花来

赋予美丽乡村建设新内涵。“村‘两委’决定奖

励盆花，可以让村民学会养花，这些花都是当

前庭院最适合种植的花卉，明年春天可以分

栽，一盆可以变成三盆以上。我们和鄢陵花

木基地达成协议，他们将派技术员来指导种

植盆花，也可以高价回收盆花，村民可以靠花

卉来致富，一举两得!”该村党支书记王建立告

诉记者。

在王屯村，各家各户门口树木林立，院落

内鲜花开放，微花园、微果园、微菜园等与新

修的道路、村内花园、公园相映衬，勾勒出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王屯村在文明村建设中，可以用三个想

不到来概括：第一个想不到是党员觉悟高，40

多名党员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义务出工、带

病出工为村民做好事办实事；第二个想不到

是村民素质高，他们看到党员为建设自己的

家乡捐钱、出工、捐宅基地，于是也自觉义务

出工帮助干活；第三个想不到是党员冲锋在

前，村民大力支持，拼搏、实干，把王屯村建成

全县的文明样板村。”高集乡党委书记王明杰

说。

据悉，2015年以来，王屯村党员和村民义

务出工3万多人次。第一年村委会出工簿上

密密麻麻写满名字，最高每天出工300多人

次；第二年村民不让记工，照样自觉义务干

活。

“通过创建‘最美庭院’等活动，提高村民

的参与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能辐射和带动

更多的村民和家庭积极参加创建活动。”鹿邑

县妇联主席郭艳芳说。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7年坚持为老人提供免费餐
内黄青年王晓军

内黄县“80后”小伙王晓

军在青海退伍后开了一家面

馆，7年来坚持让70岁以上的

老人在店里免费用餐。如今，

他将爱心餐馆开到了安阳，继

续坚持这份善举。7月5日，记

者专程来到位于安阳市东工路

与人民大道交叉口附近的红香

柳刀削面馆，对王晓军进行了

采访。

曾受到老人的帮助，
他开面馆回馈社会

王晓军，1980年出生在内

黄县六村乡后化村，1996年在

青海某部参军，2008年 11月

退伍回到家乡。“退伍后我一直

想创业，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

的创业方向，心里一直很迷

茫。”王晓军告诉记者。经过一

段时间的思考，2010年9月，他

毅然又到青海西宁筹钱开了一

家面馆。面馆开张后不久，他

就在店里挂起了牌子，让70岁

以上的老人在店里免费就餐，

这一做就是7年。

谈起为啥要在西宁开面

馆，而且对70岁以上老人免费

时，王晓军说：“以前我在那边

当兵，对那里很有感情，加之当

兵时经常去山区巡逻，当地善

良的老人就会让我们到家里吃

饭，这让我一直心怀感恩，所以

面馆开张后，我就决定回馈社

会，让老人免费吃饭。”

不仅让老人免费吃饭，王

晓军还坚持给环卫工人半价优

惠，针对饭量较大的农民工兄

弟，他还推出第二份面免费。

“来我店里吃饭的农民工兄

弟很多，他们很不容易，我怕他们

吃不饱，就推出了第二份面免

费的优惠。”王晓军告诉记者。

有人粗略地算过一笔账，

按一碗面10元来算，一天10

碗，一年下来大概有3.6万元，7

年下来有20多万元。由于这

份善意的坚持，今年3月，他荣

登“中国好人榜”。

回老家开面馆，继续让
70岁以上老人免费用餐

王晓军的善举受到了当地

老百姓的高度赞扬，在当地被

评为“道德模范”，并多次获得

各项荣誉。王晓军的善行义举

很快传到了内黄老家，有朋友

劝他到老家开面馆。经过一番

思考和准备后，2016年底，他

在安阳市人民大道与东工路交

叉口附近开了一家红香柳刀削

面馆，仍然对70岁以上的老人

免费。今年4月，他和朋友一

起在安阳市开发区又开了一家

红香柳刀削面馆，依然对70岁

以上老人免费。

王晓军从创业至今，一直

都无钱买房，他在西宁和安阳

都是租房居住。为了省钱，他

在安阳租住的是一套旧危楼

房，每月房租不过550元。王

晓军说：“挣钱不是最终目的，

趁年轻能多为老人做些事这才

是我的最大心愿。同时我通过

做这件事去感染更多的年轻

人，让他们也都去关爱老人，尊

敬老人，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

更加和谐美满。”

谈起下一步的打算时，王

晓军说：“等到秋季天气稍微凉

快一些，点热菜的顾客多一些

时，我准备对带父母来就餐的

中青年人全部实行八折优惠，

让更多的人因尊老爱老得到实

惠！”

一位“90后”小伙捡到21

万元巨款归还失主，婉拒失主

酬谢，经媒体多方寻找找到小

伙的消息见报后，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他的事迹先后被中央

电视台、燕赵晚报等媒体报道，

被誉为“最帅兵哥”。他叫宋鹏

举，是鲁山籍现役军人。他的

事迹传到家乡后，家乡群众也

深感骄傲和自豪。7月1日，记

者专程到宋鹏举家中采访。

全城寻找那个最帅的身影

事情回到6月13日。那天

下午，石家庄市行唐县农民王

英辉因打电话分神，将打算买

房要交的21万元首付款和身

份证等遗忘在铁道大学附近共

享单车车筐里的包里。他发现

后急忙返回寻找，一位小伙子

拿着他的包正在原地等待失主

认领，确认王英辉的失主身份

后，小伙子把包还给了王英辉，

并婉拒王英辉酬谢，摆摆手转

身离去。

此后，王英辉拿着朋友拍

下的照片去铁道大学附近查找，

结果一直没有找到。6月 21

日，燕赵晚报以《共享单车上捡

21万归还失主不留名》为题报

道了王英辉寻找这位小伙子的

消息，与此同时，“燕赵晚报”微

信公众号、“ZAKER石家庄”也

同步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中国之声”“新浪河

北”等多个知名新浪微博用户也

纷纷进行了转载，一起寻找这位

留下最帅身影的小伙子。

6月22日，这位小伙子被

找到。他叫宋鹏举，是一名“90

后”，目前在陆军驻鹿泉某部服

役。

母亲眼中的“乖儿子”

在宋鹏举家，他的母亲石

如义告诉记者，宋鹏举1994年

出生，2012年入伍。宋鹏举小

时，由于石如义常年在外经商，

大多时间靠爷爷奶奶照顾、教

育鹏举。鹏举很听话，也很懂

事，自理能力强，从不让家里人

操心。家里家务活他只要看

到，都会主动去干。他从不乱

花钱，关心他人，讲义气。看到

家庭条件差的同学，主动帮助，

借给钱物，从不打算让同学归

还。

石如义说，这次拾钱还给

失主后，他只是简单地给家里

人打电话说，自己捡到一个钱

袋子，后来还给了人家，自己也

没有及时汇报给部队领导。

群众言谈中的“好儿郎”

宋鹏举拾金不昧的事迹传

到鲁山，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

话题。鲁山县城一退休职工陈

三营说，看到宋鹏举的义举，感

到骄傲，感到自豪。像这样传

递正能量的人越多，帮助别人

的人越多，社会风气就会越来

越好。

琴台办事处的闫艳艳说，

宋鹏举的义举让人感动，家乡

群众也为他自豪。拾金不昧是

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是每个中

国人都应该传承的美德。

记者在电话里和宋鹏举进

行了沟通，他说，作为一名军

人，这是应该做的，没有想到会

有这样大的影响。今后，自己

会踏踏实实干好每件事，走好

自己的军旅生涯。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刘超

捡到21万元归还失主
“最帅兵哥”宋鹏举

□通讯员师红军陈以显

本报记者丁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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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庭院”奖盆花鹿邑县王屯村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程瑞启）

近年来，范县依托优越黄河水利条件发展

莲藕产业，目前发展莲藕种植5万余亩，稻

鳅共作、莲鳅共作3.8万余亩。范县还科学

设计，精准规划，将荷莲产业向乡村文化旅

游产业延伸，通过引进不同的观赏莲藕品

种，打造了中原荷花园观赏景区，成为濮阳

的文化旅游品牌。通过乡村旅游产业的日

益壮大，昔日穷乡僻壤变身为国家AAA级

旅游景区，群众尝到了甜头，生活有了盼

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扶贫机制。

产业兴，农民增收才有支撑。范县莲

藕种植已成为豫北最大的莲藕基地，不仅

规模大，品质也非常好。“莲鳅共作”模式种

植出来的莲藕清甜脆爽、洁白细腻，是优质

的原生态绿色食品。为将莲藕产业优势转

化为品牌优势，范县按照“全媒体+电商+扶

贫”的工作理念，借助全媒体时代渠道传播

的优势，通过县委书记代言和发布范县莲

藕动态等宣传形式，与用户积极互动，增

加了客户与平台的黏度和品牌信任度。

在积极谋求扩展线上销售渠道和线下市

场营销推广的同时，扩大了范县莲藕的品

牌效应，不断让当地优质的莲藕走向了更

多人的餐桌，从而实现了精准扶贫工作的

落地和执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旭恒）

迷迭香长势喜人，格桑花、雪菊、薰衣草等

开得正旺，散发出阵阵芳香……7月13日，

在郏县安良镇西北部的大刘山下老山薛村

北，郏县文化广电局驻老山薛村第一书记

付俊兴告诉记者：“今年我们这里的花海长

势很好，一个月来游玩的有上万人！”

老山薛村是一个有170户730口人的

贫困山区村。村党支部书记郝占夺介绍，

近几年来，为使群众摆脱贫困，村“两委”针

对村里荒坡地、山地面积大的实际，到安

徽、湖南等地考察并引进迷迭香。郏县供

电公司先后为老山薛和周边几个村庄增容

变压器5台，架设线路6000余米，使5000

余亩耕地实现了电灌。

2016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持

续开展，老山薛村又制定了新的产业脱贫

计划，注册成立了平顶山市东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聘请专家研发产品，开发迷迭香

红茶、香枕、熏香等新产品。该村电工周云

庭说，今年以来，郏县供电公司根据老山薛

村经济发展规划，又争取资金76.4万元，新

建配变4台，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1.01千

米、400伏线路3.43千米，工程完工后，将

为老山薛村产业脱贫提供充足的电力能源

支持。

“有了充足的电力，我们发展的信心更

足了！”郝占夺说。

范县

延长莲藕产业链条
做成乡村旅游品牌

郏县安良镇老山薛村

凭借充足电力
发展花卉产业

美丽乡村招“凤”引“蝶”漯河市召陵区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近日，漯河市召陵

区召陵镇持续高温，而紧邻镇区所在地黄庄

村河道旁的“雪霁花海”项目工地上更是热火

朝天，机声隆隆。

黄庄村是由省财政厅确定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让这个昔日基础设施薄

弱的村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北京的

投资商张伟正是看中了这个破茧化蝶后的

“美”，把总投资8亿元的省级A类项目放在村

边：“这里是齐桓公八国会盟之地、文宗字祖

许慎的故里，文化底蕴深厚，更重要的是，投

资考察期间，这个美丽乡村发展之快、基础设

施变化之大让我们为之感慨，寻遍沙澧大地，

最终落脚于此。”

一个美丽乡村引来一个大项目落地。记

者发现，在黄庄村，宽阔的水泥路、高耸的路

灯、规整的绿化带、完善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与城区相比毫无二致，而这些基础设施已成

为召陵区建设美丽乡村的“标配”。

2014～2015年，召陵区选择召陵镇、邓

襄镇、万金镇作为美丽乡村试点，随着项目建

设的推进，不仅带火了大徐西瓜节，还拉动了

许慎文化园旅游产业发展。2017年，该区又

选择老窝镇、青年镇为美丽乡村试点，带动了

区域内及周边的苏中药业种植园、美国红枫

园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按照漯河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和省财

政厅的要求，召陵区以“以点扩线、以线扩面，

全面铺开”的思路，实现了“一村一风景、一村

一产业”，最终形成三条东西横向的美丽乡村

示范带和两个示范片区，把召陵区打造成环

境优美、特色明显、产业突出、民风淳朴的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区。

三年来，召陵区本级财政累计投入资

金1200万元，配套用于污水、垃圾处理等

基础设施建设，并使美丽乡村项目和相关

项目有效结合，争取土地整理资金9000万

元、扶贫资金2000万元、人居环境整治资

金2000万元，争取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亿

元，形成区、乡、村联动的美丽乡村建设新

格局。

目前，召陵镇、邓襄镇、万金镇的美丽乡

村项目建设已经完工，老窝镇、青年镇的项目

推进过半，邓襄镇的三个美丽乡村项目已经

完成招标。随之而来的是，召陵区现代农业

种植面积达8000亩，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

到172家，具有特色的养殖、种植基地不断涌

现。

召陵区美丽乡村建设带动的“筑巢引凤”

效应持续发散，无疑与省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办公室要求的“依托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发挥乡村优质生态环境、美丽田园风光

和优秀传统文化等独特资源优势，打造一批

环境美、产业兴、品牌响、农民富、生态优，具

有浓郁田园牧歌风情的乡村田园综合体”紧

密契合。

由于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突出，2015年，召

陵区被省财政厅评为美丽乡村试点先进单

位，2017年，又被省财政厅定为直接进入美丽

乡村示范县区。

本报讯（通讯员张中坡 李善喜 田振文

记者曹国宏）“映月亭”“清心亭”“圆梦阁”“怡

心画廊”……夏日，走进方城县博望镇朱岗

村，可见水灵渠秀，杨柳依依，亭苑蜿蜒，好似

步入梦中仙境，十分养眼。“美丽乡村建设，有

了‘面子’，更要有‘里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该镇党委书记张金付向记者介

绍说，他们在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既注

重居住环境、生活环境的改造，还通过发展方

式的转变，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黄金梨是该镇率先从韩国引进的标志性

农产品，总面积达2万多亩，“博望坡”牌黄金

梨通过有机认证后，俏销全国30多个大中城

市，亩均纯效益达2万多元。该镇以此产业为

依托，多举措拓展规模，强力打造有机黄金梨

大镇。此外，该镇还先后发展花卉苗木

6万多亩、良种葡萄4000多亩、无公害蔬菜

2000多亩，亩均收入都在1.5万元以上。今

年，仅特色产业一项，该镇农民人均可增收

500元以上。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该镇注重培育乡风

文明，在广泛开展十星级文明户、道德模范评

选等活动的同时，以“文化墙”为载体，发挥其

“经常与群众见面”的优势，村村都在临街墙

壁绘制图文并茂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其中

王张桥、前荒、朱岗、汪庄等8个村文化墙面积

都在100平方米以上。

“内外兼修”建设美丽乡村方城县博望镇

本报讯（通讯员范长坡 乔培珠 记者丁

需学）“现在我们每个人住的房间和餐厅、会

议室都装上了空调，冬不冷、夏不热，可舒坦

了。”7月11日中午，在叶县田庄乡中心敬老

院，特困供养老人宋分停和室友在餐厅里有

序就餐，面对室外35摄氏度的高温丝毫不再

担心。

“以前,冬天取暖要靠‘小太阳’，不仅效

果差还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在食堂吃过午饭

还得去冲个凉。”该敬老院院长孙金铭说，安

上空调后，老人们的胃口普遍都好了很多。

叶县现有20所公立敬老院，特困集中供

养对象830人。为完善敬老院基础设施，改善

老人居住环境，叶县县委、县政府把公立敬老

院全部安装空调列入今年的“民生十件实事”

之一。

为顺利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叶县民政局

高度重视，迅速制订工作方案，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的推进小组，并派专人对敬老院工

程建设进度进行全程跟踪督导。该工程已

于3月底提前完成任务，全面投入使用，彻底

解决了敬老院老人的夏季降温及冬季取暖

问题。

近年来，叶县高度重视养老工作，以规范

敬老院管理服务为切入点，强力推进敬老院

建设，2015年至今已累计投入资金1000多万

元，着力改造了一批砖木结构、存在安全隐患

的敬老院。今年，该县投资45万元为全部敬

老院安装了219个高清摄像头，成为目前平顶

山市唯一一个完成敬老院网络监控系统安装

的县。

“敬老院建设直接涉及特困供养对象的

安居乐业，我们要真正把敬老院建设成老有

所乐、老有所居、老有所学、老有所终，老人们

向往的幸福家园。”叶县民政局局长杨光照

说。

800多名特困供养老人用上空调叶县

商水合作社“农超对接”效益高
7月14日，商水县张庄乡齐跪台村瓜农正在将合作社成熟的西瓜装车，准备运往当地超市。该县统战、工商联等部门积极引导家庭农

场和专业合作社采取“农超对接”的方式，直接供货给超市，既降低了蔬菜、水果的流通成本，又让市民及时吃上了优质新鲜果蔬，使菜（果）

农、商家和市民均受益，实现了“三赢”。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