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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大峡谷
将举办首届
“花潮春瀑节”
杞县西云所村党支部书记任文群

改善人居环境 带动村民增收
等。农民年人均收入从 3450 元增加到
9800 元，成为全县的致富典型村。
西云所村是开封市确定的首批新农
□本报记者 董伦峰 通讯员 赵春辉
村建设示范村。任文群抢抓机遇，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对村内大小街道进行了硬
成熟稳重的杞县葛岗镇西云所村党 化，对大街两侧墙体进行了粉刷亮化，栽
支部书记任文群，有一颗与时俱进、不甘 植了绿化树，安装了路灯，修建了高标准
平庸的心。近日，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 的村室文化活动中心，安装了健身器材，
是在西云所村整洁的街道旁，他正在组织 大大改善了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部分群众打扫街道卫生。
近年来，西云所村始终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突破点，通过召开党员会、群众代表
建设美丽家园 改善人居环境
会进行宣传，调动群众积极性，多方筹措
任文群 1985 年从部队退伍后，历任 资金 410 万元，整修村内下水道 3880 米，
西云所村团支部书记、村委主任。20 多 墙体亮化 4.6 万平方米，整修道路 3000
年来，他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大力调整 米，改造电缆 6000 米，修建围墙 1.9 万平
农业种植结构，引导群众建日光温室大 方米，铺设人行道 1600 米，购置垃圾箱
棚，发展林果业和大蒜种植、畜牧养殖 50 个，修建水冲式厕所一座。

最美基层干部

老党员李大爷告诉记者：
“ 俺村专门
成立了由老党员、退职老干部组成的卫生
保洁队，我就是其中一员，每个月能领
500 元工资，我们保洁队与分包村民签订
了协议，形成了垃圾村收集、乡运输、县处
理，日产日清的良性循环。”

件得到彻底改善。”
高效农业种植是实现农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任文群和村“两委”班子进一
步加大对西云所村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的力度，带领村民不断探索农副产品深
加工模式，扩大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规
模，成立养殖、种植合作社，养鸡场、养
发展高效农业 带动村民增收
猪场、养羊场已初具规模。鼓励村民种
为进一步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任 植无公害大蒜、大豆、红薯、小米等经济
文群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多次到市、县申 作物，并集中加工成杂粮面粉、粉条等
请农业项目和资金。西云所村村委会主 高经济附加值产品销往开封周边各大
任任化军说：
“通过任书记的不懈努力，我 超市。村民李女士告诉记者：
“ 我家种
村申请到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对 2000 了 3 亩大豆，村里给我们集中加工、找销
多亩低产田进行了改造，新打机井 54 眼， 路 ，比 种 小 麦、玉 米 强 太 多 了 。”
“2017
修 建 沟 渠 1400 米 ，修 建 田 间 道 路 4 条 年西云所村人均收入 9800 元，2018 年
2800 米，安装地埋管 8000 余米，地埋线 争取人均收入达 1 万元以上。”任文群信
1.5 万米，新增变压器 4 台，农业设施和条 心满满地说。

春耕春管正当时
沈丘县

“巾帼春耕服务队”
田间显身手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
辛凌）
“ 可 别 小 看 了 这 支‘ 巾 帼 春 耕
服务队’，她们干劲可足了。开春以
来，村里缺劳力户的田间地头都会
见到她们忙碌的身影。”3 月 9 日，沈
丘县周营镇黄孟营村留守妇女谢支
荣对记者说。
谢支荣因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
工，家里缺劳力干活。当天，她家里
两亩多的大棚地急需移栽西瓜苗，由
村里 6 名巾帼志愿者组成的春耕服
务队接到谢支荣发出的微信语音求
助后，便及时上门，整地的整地，铺膜
的铺膜，打孔穴的打空穴，移栽的移
栽，灌水的灌水，仅用一天时间就完
成了这些农活，解了谢支荣的燃眉之
急。
近年来，沈丘县常年在外务工人
员有 20 余万人，每逢春耕时节，该县
农村缺劳动力的情况十分突出。为
此，该县妇联积极发挥基层群团优势，
要求辖区 22 个乡镇（办事处）的妇联
组织结合实际，组织成立“巾帼春耕
服务队”，帮助困难户、缺劳力户解决
劳力、技术、资金难题。
据悉，目前该县“巾帼春耕服务
队”已为全县 1200 余户缺劳力的农
户 播 种、移 栽 大 棚 瓜 果 蔬 菜 800 多
亩，帮助小麦追肥、化控除草 2000 余
亩。

墒情偏差区应适时浇灌返青水
本报讯 （记者田明）近期我省气温
回升，目前全省冬小麦处于返青～起身
期。3 月 12 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
民朋友，墒情偏差地区需根据气温回升
状况适时浇灌返青水，避免小麦返青后
生长水分不足。
据 3 月 11 日自动土壤水分监测网
184 个测站 0～50cm 资料显示：目前全
省大部地区墒情适宜，24 个（占 13%）测

站出现不同程度旱情，118 个（占 64%）
测站墒情适宜，42 个（占 23%）测站土壤
相对湿度在 90%以上，为偏湿。从现在
至 3 月 18 日，豫北、豫中及豫西局部等地
墒情略为不足，豫北极个别县（市）将出
现中度干旱，其他大部土壤墒情适宜。
未来大部地区土壤墒情条件对冬小麦的
苗情转化升级较为有利。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冬麦区应根

据苗情和墒情加强田间管理，适时中耕、
施肥，以增温保墒，增加冬小麦有效分
蘖、促进苗情转化升级。返青期是小麦
病虫草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本周初气温
明显回升，利于小麦纹枯病、麦蜘蛛、地
下害虫等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各地要有
针对性地进行防治。
此外，各地要做好春播作物的选种、
整地等准备工作。

花怒放，蔚然壮观。豫西大峡谷迎春
花、山桃花、茱萸花、连翘花漫山遍野，
是卢氏县较为集中的山花观赏地。景
区梅园栽植梅花 20 余个品种，500 余
株，虬枝横斜，暗香浮动。景区樱花园
栽植各种樱花 100 余株，含苞待放。景
区海棠园，濒临大宗潭瀑布，繁花密集，
银瀑红花相映，景色美不胜收。
3 月 10 日，卢氏县举办了“最具卢
氏特色”乡村美食大赛，豫西百草园美
食村和豫西大峡谷度假村、农家乐结
合传统工艺，融汇现代特色，新开发、
推出了一批特色美食，获奖的 10 余种
特色美食也将在“花潮春瀑节”亮相。
本届“花潮春瀑节”将持续到 4 月中旬。

乡村旅游前景广阔
商城县

旅游发展从
“景点”
到
“全域”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 通讯员刘长河）3 月 8 日，2018
年国际旅游小姐湖北赛区总决赛的启
动仪式在黄柏山狮子峰旅游区举办，
仪式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黄柏山狮子峰旅游区由河南商城
县境内的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湖
北麻城市境内的狮子峰景区共同组
成，是一个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
家森林公园、首批“中国森林氧吧”、
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于一体的风景名
胜区，每年吸引约 100 万名游客来此
游玩。
商城县有黄柏山、金刚台、西河、
汤泉池等众多“国”字号旅游品牌。近
年来，该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
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全县已建成国
家 4A 级景区 3 家、国家 3A 级景区两
家，生态游、体验游、红色游、健康游、
乡村游、休闲游蓬勃兴起。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金刚
台镇金刚台村的奇山秀水一直“藏在
深山人未识”。如今却是游人如织，每
逢 节 假 日 ，小 小 村 庄 的 日 游 客 量 达
3000 多人，游客们玩得开心，村民们
则尝到了生态旅游带来的甜头。
金刚台村党支部书记张长发介绍，
前些年该村也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村。
近几年村里把发展乡村游作为主导产
业，先后投资 1000 余万元，完善旅游配
套设施，建成万亩旅游观光茶园，创建
了农家乐示范点38个，
解决了周边800
多人就业。
商城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
资源优势，以重点景区提升带动周边
区域和沿线旅游发展，旅游逐渐实现
从“景点”到“全域”的美丽蝶变。据该
县旅游市场发展服务中心统计，2017
年全县接待游客 465 万余人次，旅游
收入已达 27.8 亿元。

春运期间
高速路出口总流量同比增 20%
本报讯 （记者王馨）记者从省交通
厅获悉，为期 40 天的 2018 年春运工作
从 2 月 1 日开始至 3 月 12 日结束。
根据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
2018 年春运期间我省高速公路收费站
出口总流量约为 6360 万辆，与 2017 春

运年 5221 万辆流量同比增加 20%。日
均 159 万辆，是日常流量的 1.27 倍。
春运期间车流量主要以客车为主，
其中七座以下小客车 5372 万辆，占客车
流 量 的 96.8% ，占 春 运 期 间 总 流 量 的
84%。

郏县村民郝景

无怨无悔照顾瘫痪丈夫 18 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自行 陈亚歌

正阳县供电公司

多措并举 备战春耕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罗伟
陈建政）连日来，正阳县供电公司熊寨
供电所对设备进行认真检修，全力备
战春耕用电。
正阳县供电公司根据往年经验、
气候自然情况和春耕备耕负荷，采取
有效措施，及早分析，科学安排设备
运行方式，优先保证农民耕地电力供
应。该公司组织各供电所组成春耕
保电工作小组，走村串户，走访辖区
农民群众，公布各级服务电话，及时
了解春耕用电需求及动向，随时提供
用电咨询服务。
保电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村
民检查、检修农机设备并及时消缺；
对辖区所有线路、变压器等设备进行
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春耕设施“零
缺陷”运行。
加强 24 小时值班和抢修服务管
理，开通春耕服务绿色通道，简化流
程，快速办理春耕用电手续，实现“零
距离”服务；主动了解全县 281 个行
政村农业春耕用电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加强用电指导和检查，对发现的
缺陷及时处理，全力保障春耕期间农
民群众安全用电。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 谢康）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卢氏县
国家 4A 级景区豫西大峡谷及 4A 级景
区豫西百草园首届“花潮春瀑节”将于
3 月 17 日开幕。
豫西大峡谷风景区自 2002 年 8 月
开始初步开发，2004 年郑州公交总公
司投资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 1.5 亿元
打造了“灵秀豫西、养生胜地”
“天下漂
流、爽在豫西”两大旅游品牌，自 2015
年以来还开发建设了全国唯一的中药
材康养主题景区豫西百草园，豫西百
草园于 2017 年底成功创建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
豫西大峡谷及豫西百草园春来山

实施节水灌溉
▲3 月 12 日，
宁陵县水利施工人员在乔楼乡马油
坊埋节水灌溉管道。今春，
该县水利局在乔楼乡、
刘楼
乡实施节水灌溉工程，
使农田变成旱能浇、
涝能排的稳
产高产田。吕忠箱 摄

专家田间支招
◀3 月 13 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乡农业服务中
心的农业技术员在田间给群众传授小麦春季管理技
术要点。该乡及早行动，
邀请农业技术人员科学指导
群众搞好小麦春季管理，
为夺取今年小麦丰产丰收奠
定基础。陈臣 摄

商水县练集镇

地头开
“处方”田管助春耕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汝
涛）
“我大体看了一下，今年的小麦苗情
总体不错。现在，麦苗将进入快速生长
期，
春季风多，
容易造成失墒严重，
所以这
个时期应该让土壤保持充足水分……”
连日来，
商水县练集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农
技人员深入到各村的田间地头，
开出一张

张“农技处方”，深受群众欢迎。
近日，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麦田管理
进入了关键阶段。练集镇党委、镇政府早
动手，早安排，充分利用广播、宣传车、明
白纸等载体，
广泛宣传当前小麦田间管理
的重要性和相应的技术措施，
引导群众科
学进行田间管理。同时，
组织农业技术人

员及“土专家”成立 4 支农技服务队深入
到田间地头，
认真开展苗情、墒情、病虫调
查，及时“把脉”，因地因时因苗开出“农
技处方”，帮助群众开展施肥、病虫防控、
化学除草等，确保田间管理效果。另外，
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了林、果、菜科技
普及培训，让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顾小孩一样。”谈起瘫痪后的生活，张新
成总是说，
“ 要不是老伴，我早就不在
了。”
今年 63 岁的郏县堂街镇石桥店村
“有他这个家才是完整的家，我只有
村民郝景，十八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守护 把他照顾好，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郝
瘫痪的丈夫，谱写了一曲“同甘苦、共患 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难”爱的赞歌。
多少个日日夜夜，郝景一直用爱和
“我能活到今天，多亏了妻子的精心 信念呵护着丈夫。炎热的夏天，郝景怕
照顾。”丈夫张新成一句朴实的话语，道 丈夫生褥疮，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帮他翻
出了妻子郝景 18 年无怨无悔照顾自己 一下身。每次给丈夫擦身子，
一擦就是半
的感人事迹。
个小时，丈夫身上干净了，她却累得满头
18 年前，张新成因为突发脑溢血住 大汗。为了避免丈夫腿部肌肉萎缩，
她天
院，为了看病，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 天给丈夫按摩双腿、双脚。每天丈夫上
蓄，亲戚朋友还借了个遍。住院期间，郝 床下床，坐上轮椅，都是郝景背上背下。
景每天在医院悉心照顾，后来丈夫虽然 天气好的话，郝景就背着老伴坐上轮椅，
保住了性命，但是落下了后遗症，双腿瘫 推着他出去晒晒太阳、透透气，扶着丈夫
痪，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寒来暑 锻炼。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张新成病情
往，郝景始终陪在丈夫的身边，一心一意 有了好转，
能扶着自己走一小段路了。
地照顾。
在张新成家里，闻不到一丝异样的
有一次，在床上躺久了，情绪低落的 气味，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张新成接受不了自己瘫痪在床的事实， 张新成也没有因为瘫痪变得邋遢，总是
想一死了之，在郝景出门买菜的时候喝 干净整洁。
了农药，由于家人发现及时将他送往医
郝景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卧床丈夫的
院，经过抢救才保住了性命。经过这件 事迹，在当地广泛流传，深深打动人们的
事情后，郝景更加小心地照顾丈夫，从不 心。村民都说：
“郝景真的很不容易，
为了
让他自己留在家里。郝景也经常开导丈 照顾丈夫，什么活都干，默默坚持了这么
夫，陪他说话，一起回忆刚结婚时的甜蜜 多年。如今老两口都60多岁了，
她还在坚
时光……浓浓的爱意，让张新成逐渐心 持，
真令人感动。
”
面对乡亲们对她的赞扬，
情好转起来，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郝景显得很平静，
用她的话说：
“自己只是
“老伴在家里伺候我、服侍我就像照 尽到了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