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盛志
国）“去年以来，我乡紧紧围绕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从环境整治、繁荣

文化、文明风尚三个方面着力，为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营造了良好的氛

围。”近日，在邓州市召开的全市宣传思

想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小杨营

乡党委书记郑小涛作典型发言时说。

近年来，该乡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对集镇街道进行重修、绿化，高标准

建设了集镇广场、集镇中心大游园及杨

渠景观带，初步打造了“两园一带一广

场”，不仅改善了集镇面貌，也为群众日

常娱乐活动提供了场地。

积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郭坡、

杨岗、宋楼等村级游园7个，整治污染坑

塘20余个，绘制文化墙1.2万平方米，改

善了村容村貌。去年，该乡被省环保厅

命名为“省级生态乡镇”，平安社区和安

众村被评为“省级生态村”。

秧歌舞、大调曲、提线木偶是该乡的

独特文化，乡党委、乡政府组织文化站和

民间爱好者一道，撰写并编排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移风易俗咱要走在前》等节

目，并以秧歌舞、大调曲、提线木偶的形

式在乡间巡回演出，通俗易懂，寓教于

乐。

全乡17个行政村已经全部讨论制定

了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广泛开展文明村镇建设和

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评选活动。目

前，全乡共评选出好媳妇、好婆婆等200

余人。

同时，该乡正在探索实施“文明家庭

百分制”评创活动，把农户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家庭环境卫生整洁、遵纪守法、尊

师重教等一并纳入考核绩效，以网格为

单位，评出文明之星家庭、卫生之星家庭

等，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

邓州市小杨营乡

培育乡风文明 助力乡村振兴

每村将获120万元扶持资金
漯河市新增10个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村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红
召 王鹏）4月11日，记者从漯河市财政

局获悉，为加快推进该市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

2018年，经该市财政局的积极努力，共

为全市争取到10个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试点村，每村将获得120万元的扶

持资金。

在经过乡镇申报、组织相关部门实

地查看、方案评审等程序后，漯河市的侯

集镇端公刘村、吴城镇汪庄村等10个村

庄最终获得省财政厅的资金扶持资格。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宁死不屈的劳工律师
——施洋

商城县
特色产品有了“家”

“鹰城掌上12348”上线

群众足不出户可享受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曹良刚）4月10日，商城县特色

馆经过近10个月的筹备顺利开馆了，商

城县特色产品有了自己的“家”。

“商城特色馆近400平方米，分为县

情篇、粮食篇、茶叶篇、油脂篇、畜禽篇、水

产篇、林果篇等13个区域，全方位展示商

城特色。”该县商务局负责人胡蜂介绍。

特色馆目前展出的有山信米业、詹

氏蜂蜜、长园野生茶油等200多种商城

特色产品，商城炖菜、葛根、茶叶等商城特

色产品一馆尽展。“特色馆将由我们原耕

电商负责管理、服务和运营，可以为合作

社和农户寻求更多市场，线上线下结合，

提高销量。”原耕电商负责人杨淑娟说。

在粮食区，杨淑娟介绍，山信米业去

年网上销售粉条、淀粉、大米交易额近

200万元，带动2000多户贫困群众脱贫

增收。在中草药展区，杨淑娟介绍说：“光

伏山乡贫困户余培燕一家种的天麻、葛根

等中草药通过网上销售后，一年就可以获

利6000多元。”

据了解，该县从事电子商务的主体已

达4000家，从业人员1.2万余人，带动贫

困户脱贫650户以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4月12日上

午，平顶山市司法行政信息化平台启用

暨“鹰城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上线仪

式举行，这意味着平顶山的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享受到有关法律服务。

据平顶山市司法局局长徐渊介绍，

“鹰城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主要有五

个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形式便捷。任何人

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并开通微信，关注

“鹰城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就能享受

到有关的法律服务。内容丰富。平台提

供的信息涵盖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各类法

律服务资源，包括法律援助、律师、公证

等，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类法律服

务需求。服务精准。该平台实行自主化

菜单服务，即群众“点菜”、精准配送，同时

平台还设置有法律咨询板块。信息权

威。平台涵盖所有注册备案的公证人、鉴

定人、人民调解员等，将其所在机构、执业

证号、执业年限、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以

及擅长的法律服务领域、服务记录、服务

评价等内容向社会大众予以公布。服务

与普法并重。平台在为群众提供各类法

律服务资源的同时，还积极搭建普法资源

库，设置了法治大讲堂、法治微电影，引导

大家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七旬党员邓书明

建个“乡村振兴讲习所”
□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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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 三千打工妹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

在武汉市武珞路繁华闹市地段，有

一片宁静天地——施洋烈士陵园。

恰逢清明前后，不少市民前来瞻仰、

纪念英烈，纪念碑前布满鲜花。拾级而

上，大道两旁松柏林立，氛围庄严肃穆，

施洋同志的塑像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央。

站在施洋烈士纪念碑前，仿佛还能

听到他在刑场上喊出的那句话：你们杀

了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洋！

施洋，湖北省竹山县人，生于1889

年。1907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

蚕科。课余时间他阅读进步书刊，苦苦

寻找救国救民真理。1910年，施洋转入

郧阳农业中学，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

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与武汉

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要

保障人权、伸张公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以武

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紧急会

议，提议发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并

深入学校，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

作。同时，他还深入产业工人居住区，了

解工人疾苦，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

子弟学校，宣传社会主义。1921年10

月，他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

作，积极从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1922

年6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

月底，他指导汉阳铁厂取得罢工胜利，参

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

会法律顾问。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

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他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

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

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

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

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

2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劳

动者的律师施洋英勇牺牲，时年34岁。

施洋故居在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

有两处，一处在麻家渡镇桂花树村施家

湾，另一处在宝丰镇中心集镇上，新中国

成立后竹山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

母亲和妻子迁移到此。两处故居目前

保存完好，已成为当地开展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桂花树村施家湾，施氏家族世代

“重道德修养，严情操品性”“扶正义，斥

邪恶”“崇德向善”“清白传家”“忠勇报

国”的家规家风，成了施氏后世子孙修身

立业之本。

为传承弘扬以施洋烈士家族为主

的好家规、好家风，多年来，当地还把“传

承好家规好家风”教育活动纳入“十星级

文明农户”创建内容，制作家规家训牌

匾、壁画、宣传画，悬挂在农房墙面、农户

门前及家中。家规家训如春风化雨，潜

移默化中孕育出这里的良好家风、民风

和村风。

如今，施洋的家乡竹山县脱贫攻坚

正进入决战决胜阶段，施家湾的施家子

弟们，正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奋力前

进。施洋小学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给人无限的希望。

新华社武汉4月16日电

“葡萄黑痘病，危害新叶、嫩梢及幼

果，发病期在3~5月份上旬，雨水越多，发

病就越严重。现在，大棚葡萄正值发芽出

穗期，又加上近期阴雨连绵，大家一定要

做好防治工作。”3月27日上午，商水县邓

城镇天力葡萄园大棚内，“返乡创业女标

兵”冯杰正在向社员讲解葡萄管理技术。

今年34岁的冯杰，高中毕业后一直

在外打工，2010年返乡后，与大学生“村

官”张耀合股投资300万元创建了占地

110亩的天力葡萄园。由于葡萄品种多、

味道好，每年葡萄不出园就销售完。冯杰

创业成功后，带领附近群众发展葡萄

2000多亩，亩均葡萄收入9000元，200

多户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巴村镇安庄村“返乡创业女标兵”田

小花带领村里300多留守妇女和留守老

人编织渔网致富。田小花曾在外打工多

年，4年前，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她便留守

在家。她看到村里留守妇女空闲时间来

牌打麻将，就想帮她们找一份既能在家

照顾孩子又能打工挣钱的好项目。通过

市场调查，她发现编织渔网无投资、无风

险、技术简单，大人孩子都管干，是留守

妇女在家挣钱的好项目。于是，她就在

镇工商联帮助下与黄寨镇乐丰渔业公司

签订了来料加工协议，乐丰渔业公司提

供加工材料、免费培训技术、上门送货、

上门收货，田小花负责组织发料、技术指

导、收货、发放加工费。就这样，安庄村

300多名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都干起了

渔网编织，月收入2000元左右，还带动

全镇20多个行政村的群众从事渔网编

织。镇长王显峰说，目前，全镇从事渔网

加工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有 4万多

人，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

舒庄乡三所楼村返乡农民工王荀创

办了4个毛绒玩具厂，安排当地400多名

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生产的毛绒玩具

出口到亚洲、欧洲、非洲的20个国家和地

区。

白寺镇周庄村“返乡创业女标兵”张

莉在镇上办了一个制鞋厂，还在周口市川

汇区南郊乡和商水县舒庄乡创办了分

厂。今年40岁的张利20岁就开始在广

州、深圳打工，一直从事制鞋行业，20多

年的打工生涯，让张利锻炼成能吃苦、善

管理、懂经营的农民工。2012年，她返乡

创业，先后投资300万元创办了商水县雅

捷制鞋有限公司和三个制鞋厂，300多名

留守妇女在她的厂里就业。

今年32岁的梁艳丽是黄寨镇草楼村

“返乡创业女标兵”，曾在温州某制衣公司

打工10年做服装。2013年返乡后，投资

40万元创办了黄寨镇制衣厂，吸收草楼

村80名留守妇女进厂打工。之后，梁艳

丽申请到返乡农民工创业无息贷款，创办

商水县巧姑制衣有限公司，下设3个制衣

分厂，为10个村的300多名留守妇女提

供了就业岗位。

近年来，商水县委、县政府出台免征

税费、提供财政贴息贷款等多项优惠政

策，为全县返乡农民工营造了良好的创业

环境。目前，全县涌现“返乡创业女标兵”

3000多名，她们创办小微型企业、农民种

植合作社、特色种植园、特色养殖场等经

济实体，不仅自己创业致富，还为商水县

6万多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为农民增收、

贫困户脱贫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退休了，人们多在家里颐养天

年，可在新安县铁门镇庙头村，70岁

的老党员邓书明还在“折腾”他最近

出资与村里几名热心村民建的“乡村

振兴讲习所”，传播党的政策，弘扬文

明新风。

“百家饭”孤儿报党恩

今年已经70岁的邓书明出生在一

个贫困家庭。他年幼时父母就去世了，

“那时候，是靠着东家大婶一碗粥、西家

大叔一碗汤，我才慢慢长大的。当时心

里就埋下了感恩的种子，长大后一定要

报答乡亲们。”

1964年，县供销社招人，邓书明第

一个报名。上班后，邓书明踏实肯干，

任劳任怨，常常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

儿，是供销社职工公认的“老黄牛”。

1991年，因为业务能力突出，单位

领导推荐他入党。退休后，他一直想找

机会回报组织、回报乡亲。“我是吃百家

饭、穿百家衣长大的，没有党和政府，就

没有我的今天。”邓书明说。

筹建“乡村振兴讲习所”

“吃了饭，没事干，前村游，后村转，

扑克麻将通宵战，家庭不和人心散，夫

妻争吵常不断。”作为一名老党员，看到

乡亲们农闲时这么消磨时间，他内心感

到不安，想用一种方法来引导大家，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去年，邓书明和老伴一起参加传统

文化学习班，一个月的文化浸润让他受

益匪浅。当时正值党的十九大召开，乡

村振兴战略一下子点燃了他的激情，心

里也顿时有了方向。

说干就干。今年 3月，他把建设

“乡村振兴讲习所”的想法告诉了家人

和邻居，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他立即

出资租下一间门面，并购买了书籍和

光盘，大家你一点、我一点，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年过八旬的邓启忠老人听

说后，专程赶来帮忙，看到原来的房门

破损不堪，义务换上了新门。村民张

玉萍搬来了两个书柜，邵建新背来了

厚厚的两摞书，爱好书法的高军也用

书法作品将屋里装饰得翰墨飘香……

村党支部还免费为他们赠送了《洛阳

日报》《农民日报》等刊物。在大家的

热心参与下，“乡村振兴讲习所”不到

十天就建成了。

讲好咱百姓的故事

讲习所两侧靠墙的书柜里，《弟子

规》《华夏孝文》等300余册书籍整齐摆

放，墙壁中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标

语书法赫然醒目，20多平方米的书屋简

陋却整洁。

“我把藏书简单分了分类，有十九

大专题、社会类、文化类、教育类等。”邓

书明介绍，群众没事就到这里看书读报

受教育。“以前没事只能在村里闲转，现

在讲习所就在家门口，有事没事来充

电！”村民窦大国笑着说。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村民的精神加

油站，每周邓书明和村里的几位党员还

带领群众一起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让

大家及时了解新政策、新思想。

看到讲习所这么受欢迎，邓书明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乡村振兴包

含的内容很多，我们既要传播致富经验

和先进地区的管理方法，还要弘扬传统

文化，让乡风更文明。下一步，我想请

村里的好媳妇、好婆婆给大家现场说

法，传播好乡风、好家风，讲好咱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

本报讯 （通讯员张中坡 陈新刚 记

者曹国宏）“俺现在有金融扶贫、光伏扶

贫，今天又签订了公益保洁员岗位协议，

心情真是舒畅得劲，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

心更足了！”4月11日，在方城县拐河镇人

社所服务大厅，该镇聚合庄村贫困农民殷

新义高兴地说，“在村中打扫道路卫生，政

府每月发给300元补贴。”

2017年下半年以来，方城县针对有劳

动能力但外出就业困难的贫困户，拿出就

业专项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按照“统筹兼

顾、合理开发、适量控制、重点帮扶”的原

则，开发适合乡村振兴和村容村貌治理的

乡村保洁、道路维护、森林防火等岗位，助

推贫困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增收。

该县在公益岗位设置上，有转移就业

协管员、乡镇交通协管员、村级卫生保洁员、

森林防火协管员4类。转移就业协管员主

要负责就业政策宣传和信息发布、就业服

务信息采集管理等，每月给予1420元补

贴；乡镇交通协管员主要负责村级道路安

全维护、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等，每月给予

710元补贴；村级卫生保洁员主要负责辖区

内卫生保洁和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引导居

民规范垃圾存放等，森林防火协管员主要

负责成片林区的防火宣传、巡查及防火设

施维护等，两者每月均给予300元补贴。

“2017年9月份，镇政府给俺安排转

移就业协管员这一公益岗位，在镇人社所

上班。”拐河镇贫困大学生杨玉霞告诉记

者，她一定尽职尽责干好这份工作。

拐河镇黄土岗村贫困户赵天才告诉记

者，“担任森林防火协管员后，不仅增加了收

入，更看护了村中的绿水青山。村里今后

要发展乡村生态游，帮助俺们脱贫奔小康。”

方城县每年拿出1800万元就业专项

资金，用于贫困劳动力公益岗位开发，计

划开发公益岗位6018个，目前已为贫困

劳动力安置公益岗位2800多个，至4月

底全部安置完毕。

□新华社记者李伟俞俭

方城县政府为贫困户购买公益岗位

卢氏农民曹连军小盆景赚大钱
4月15日，卢氏县五里川镇五里川村村民曹连军在向客人介绍自己的杜鹃盆景作品。今年47岁的曹连军从事盆景制作已有30年，每年

销售盆景收入3万余元。在曹连军的带动下，当地已有10余户群众通过盆景制作走上特色致富之路。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聂金峰摄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郑芳
慧）“目前5万株矮化密植苹果树苗已全

部栽种到位，我们采用科学种植及先进滴

灌技术，成活率达100%，今年秋季便可

结果，到时候400余亩种植基地将果香四

溢，成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4月15日，

看着一株株冒出新芽的苹果树苗，林州市

河顺镇西皇墓村党支部书记王喜生喜悦

地讲述矮化密植苹果基地的发展前景。

王喜生说，在镇政府的扶持下，西皇

墓村建立矮化密植苹果基地，总投资

2000万元，流转土地600余亩，其中一期

流转土地400余亩，栽植粉红女士、皇家

橄榄等多个矮化苹果品种，与年出栏1.5

万头生猪的养殖场相结合，生猪粪便全部

为矮化苹果施肥，实现环保、经济双重效

益。

近年来，该镇积极调整农业结构，

助力实现乡村振兴，除西皇墓村矮化密

植苹果项目外，240余亩的东曲阳村绿

化树种种苗基地内，共栽植楸树19万

棵，金叶复叶槭、紫叶红栌等种苗近 3

万棵；在西里村110余亩的红薯种苗基

地，4个塑料大棚共栽植近4万株种苗。

林州市河顺镇

优化产业结构
建设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