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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黄道镇

爱心
“唤醒”
孩子沉睡的心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郝书
敏）
“小石现在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学习
也比较努力，上次数学还考了 75 分，个人
卫生习惯也正一步步好转。”6 月 6 日，郏
县黄道镇万花山学校校长王少鹏说起石
向辉在学校的表现倍感欣慰。
眼前的石向辉眉目清秀，崭新的白 T
恤配黑色马裤，显得格外精神，和几个月
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今年 15 岁的石向辉是黄道镇大桥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石水杰的儿子，现在万花
山学校就读五年级。向辉的母亲在他幼
年时就离开了这个家，父亲石水杰在外打
些零工，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向辉相
伴。小时候的向辉聪明可爱，在学校学习
成绩不错，只是回到家里，向辉就不开心
了，没有母爱，缺少父爱，家里没有一点生
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向辉越来越不合
群，除了玩游戏，再不愿与人沟通交流，再
后来，干脆辍学了。那一年，小向辉 12
岁，上小学五年级。

去年 5 月，石水杰家被确定为贫困
户，14 岁的向辉辍学将近两年，整天蓬头
垢面，过着几乎不与人交流的生活。只有
到了晚上，他才溜到附近超市买些火腿
肠、方便面、饮料之类的速食品充饥，除了
手机游戏，他几乎与世隔绝，患上了严重
的自闭症。
“这是个缺少爱的孩子，我们一定要
想尽一切办法，治好孩子的病！”黄道镇
党委书记王永刚在逐户走访贫困户时看
到向辉的情形，坚定地说。
自此，一场爱心大帮扶开始了。镇党
政班子成员、村帮扶人、学校老师每周都
到向辉家里看望他，并送衣、送物，想方设
法与他沟通；积极联系心理医生，对他进
行心理疏导；在几次疏导无果情况下，又
联系县医院让他入住治疗。在向辉住院
期间，镇领导多次看望。当听说向辉爱吃
焖面、米线时，王永刚和家属数次买好送
到向辉手里，并留下钱物让他随时购买食
物。逐渐康复的向辉衣着整齐，笑容灿

烂，两个多月胖了 20 斤，所有的帮扶人都
由衷地为向辉感到高兴。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向辉出院
了，镇里又联系学校，帮他重返校园。按
照向辉家人的意愿，将他安排在离家最近
的万花山学校上五年级。
在学 校 ，为 了 让 向 辉 尽 快 融 入 学
校，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的王少鹏没少
想 办 法 ，让 他 和 亲 戚 家 的 孩 子 坐 在 一
起，动员其他同学有活动时叫上向辉。
课堂上，有意多提问向辉，发现他有一
点点进步时，立刻表扬，让他感受到老
师和同学们的温暖。看到向辉天热了
还穿着较厚的衣服，王少鹏和老师们又
买来春、夏装，让向辉打扮得清清爽爽，

并引导他一点点改掉不讲卫生的坏习
惯。
同时，向辉的家里也发生了巨大变
化：镇、村为石水杰安排了一份公益性岗
位和一份固定岗位，家里除了 3 份 A 级低
保，还有了工资性收入，实施了“六改一
增”，家庭面貌一新。
“向辉，十四五了，得懂事，爷爷年纪
大了，你早上早一点起床，帮爷爷做做饭，
爸爸得出去挣钱养家，你放学了把家里打
扫干净，在学校里要努力学习，搞好个人
卫生。这家里干净了，积分高了，就可以
到咱镇里的‘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用
劳动换取报酬，这很光荣。”王永刚叮嘱
道。

百 姓 故 事

“三夏”
进行时
沈丘县

留守妇女互助组
麦收
“挑大梁”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
“今天村里的留守妇女互助组一下
子来了 6 个人帮忙，不仅将咱家 5 亩多
小麦收打结束，还播种上了秋作物，你
就安心在外挣钱吧。”6 月 6 日，站在刚
刚收完的小麦田里，沈丘县周营镇谢营
村留守妇女郭玉梅高兴地给在外打工
的爱人打电话，告知他家里的夏收夏种
情况。
当日，记者在付井镇九里村一块刚
刚“剃光头”的麦田里看到，留守妇女互
助组正在帮村民赵伟娜家抢种大豆、栽
培红薯。
当下正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为
了抢农时，保收成，有效解决留守妇女
家庭劳动力不足问题，沈丘县妇联积极
发挥职能作用，动员倡导广大留守妇女
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互助组，采取亲帮
亲、邻帮邻、就近交叉互助等方式，解决
“三夏”期间家庭劳动力短缺的实际问
题。这样，既节省了农忙开支，又让留
守妇女生产中有了帮手，生活中有了伙
伴，精神上有了寄托，夏收安排得有条
不紊，从而确保了夏收播种进度。
据了解，目前该县已涌现出 2000
余个留守妇女互助组，为“三夏”工作的
顺利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田间来了
“送油员”
本报讯 （通讯员李骏鸣 何京辉 记
者冯佳志）
“小李，又来送油了！”6 月 6 日
上午，中石化武陟县圪垱店加油站的李
树旺刚把油送到观音堂村地头，农民王
小砖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据介绍，今年“三夏”期间，中石化武
陟分公司推出“三夏”保油服务，专门设
立热线电话，为广大农机手开展免费送
油服务。
据该公司副经理高新战介绍，公司

在武陟共有 14 座加油站，覆盖到全县 15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正在田间作业的
农机手只要有紧急用油需求，拨打热线
电话到公司，公司会将收集整理到的用
油农机手的信息派送至最近的用油指定
点，用油指定点的员工会将油品直接送
到田间地头。
“打过电话才十几分钟，人家就把油
送过来了，天气这么热，实在是令我感
动。”正在观音堂村作业的农机手李向阳

说，他从汝南来到武陟进行“三夏”作业
才一个星期，已经第二次享受免费送油
服务了。
今年，该公司还为“三夏”期间加油
的农机手准备了免费的“大礼包”：一条
毛巾、一副手套、一块肥皂和两瓶矿泉
水。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为“三夏”农机
手免费送油 30 余次，送出加油大礼包
260 余份。

扶沟江村有群致富
“领头雁”
本报讯 （记者李东辉 通讯员谢永
静）6 月 7 日，刚刚从外地收麦归来的扶
沟县交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 8 台联
合收割机整齐地排列在路边，即将开始
新的收麦行程。
“每年麦收时，合作社里
的收割机都不够用，不光到咱河南各地
收麦，远的还会到河北等省去收。”该合
作社理事长陈交托高兴地说着他和合作
社 200 多名社员的繁忙。
在扶沟县江村镇，陈交托可是远近
闻名的“能人”。他的旗下，还有一家交
托瓜菜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500 亩，种
植小麦、瓜果、蔬菜等，辐射带动周边乡
镇 30 多个村庄 2000 多农户入社，共同
走上了致富路。

“像咱这样传统农区，一家一户搞传
统种植很难富起来，只有大力流转土地，
走‘合作社+农户’的规模化经营路子才
能一起富起来。”陈交托的心声也是江村
镇党委、镇政府引领群众致富工作的一
个重要着力点。
近年来，该镇积极推广“大集群、小
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吸引各方能人施
展拳脚，发挥致富“领头雁”的作用。同
时，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现
代农业规模化经营之路，由合作社为社
员统一供种、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一产品销售，
实现了“办一社、富一方、兴一业”的目
标。

叶县花农张国富

玫瑰花开出
“美丽经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培
珠）套袋、剪枝、拔草……6 月 9 日一大
早，叶县田庄乡黄营村村民张国富便和
妻子进了大棚，精心照料玫瑰花。
“每天
差不多发走 70 扎玫瑰，郑州、许昌、平顶
山等市场哪儿需要会提前联系。”今年
45 岁的张国富曾经是个种田的庄稼汉，
如今摆弄起鲜花来也有模有样。
张国富曾在台州等地打工多年，考
虑到家里老人、孩子需要照顾，去年他决
定回乡种植玫瑰。张国富经过考察，决
定从昆明引进玫瑰花苗。
“这些花苗是从
昆明空运来的，加上物流费，每枝要 1 元
左右。”张国富说，要想花朵漂亮就不能
在种苗上节省。他盖起三座大棚，投入

20 多万元种上了玫瑰花苗。花还在苗
期，他就开始跑市场，郑州、平顶山等地
的花卉市场他跑了个遍。
在大棚里，娇艳的玫瑰含苞待放。
他种的有卡罗拉、蜜桃雪山、糖果雪山等
9 个品种，每个品种各有特色，市场喜爱
程度也不一样。在张国富的手机微信
上，每天早上都会收到“农卫士”公众号
发来的“今日花价”。随着每天花市价格
的不一样，张国富发出的鲜花价格也不
一样。
今年，张国富又流转了 20 亩土地，
麦子收完就扩种玫瑰。
“每年冬季是鲜花
的销售高峰期，夏季种上，刚好到冬季可
以出售。”张国富说。

平顶山市石龙区康运凤

免费理发情暖古稀老人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
雨 李林果）
“这闺女真不错，人家理发店
都嫌弃老人，她却专门固定时间为我们
老人理发，还不收费，我们打心眼儿里感
谢她。”6 月 5 日，又到了平顶山市石龙区
云凤理发店为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
的日子。当天上午 10 点半，刚理完发的
87 岁居民关运通高兴地对记者说。
据悉，为老人免费理发，康运凤已经
坚持了 4 个多月，为近 200 位老人理了
发。走近云凤理发店，只见门口悬挂着
“每月 5 日免费为 70 岁以上老人理发”
的横幅。店内，一位 40 多岁的女理发师
正在为一位老人刮脸，旁边凳子上和长

条椅子上坐着六七位等待理发的老人。
“记得很清楚，今年 2 月 5 日是农历
腊月二十，当天雪很大，一位老先生一步
一滑地走过来，问我给老年人理发不。”
康运凤说，当时老人头发很长很乱，精神
也不好。询问得知，他老伴儿不在了，平
时他一个人生活，还说有几家理发店不
愿意给他理发。看到如此情形，康运凤
当即决定：永久给他免费理发，并于当天
中午做了横幅，开始为 70 岁以上老人免
费理发。
“人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少挣俩钱
又有啥，能为老人服务我很开心。”康运
凤说。

商城县

乡村少年宫放飞孩子梦想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余璐 曹良刚）
“老师，我们
今天学习什么呀？“
”剪‘囍’字。“
”是村里
有人结婚时，贴在窗户上的那个‘囍’字
吗？”
“ 是的。”
“ 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
学。”6 月 8 日，在商城县余集镇中心小学
少年宫剪纸课开始前，一个小女孩在跟
老师对话。
余集镇中心小学少年宫是该县
2017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开设有剪

濮阳市农信社

3 亿贷款
服务
“三夏”

秸秆打捆
▲在推进秸秆禁烧工作中，商水县郝岗镇积极
在秸秆转化上做文章，除发展秸秆经纪人队伍、设置
秸秆收购站点外，还引导农户对秸秆进行打捆出售，
不仅缓解了禁烧压力，还增加了农民收入。图为 6
月 7 日，秸秆打捆机械在郝岗镇范庄村田间作业。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吕耀光 摄

人工插秧

纸、舞蹈、音乐、美术、书法、心理健康咨
询、乒乓球等十几种课程，每种课程都配
有至少一名辅导老师。为了让少年宫活
动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该校还建立
了各项管理制度，明确了课程内容和奖
励机制。
据了解，像余集镇中心小学这样的
乡村少年宫该县共有 18 所，实现了 18
个乡镇全覆盖，惠及全县近 3 万名中小
学生。

宁陵县孔集乡

富硒甜瓜亩收入上万元

6 月 8 日，固始县惠民水产种养专业合作社
社员正在插秧。该合作社在徐集乡郭洼村流转土地
800 亩，
全部采用人工插秧的传统栽植模式，
确保田
块株距、行距匀称。丁昌铭 摄

▲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于杰
勋 马跃峰）6 月 6 日上午，台前县打渔
陈镇刘子渔村的刘守举，看着收获的大
蒜堆积如小山，心里却有点发愁。原
来，大蒜还没有卖出，而承包的土地接
下来的农业生产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
题。正在村里宣讲贷款政策的台前县
农商银行信贷人员了解情况后，给他介
绍了“合家好”贷款，并及时向他发放了
3 万元贷款。
“农商行的贷款真及时，服
务都送到村里了，真是越来越给力了。”
刘守举激动地说。
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农户的生产时
间，台前县农商银行把移动银行车开到
了田间地头，宣传贷款政策，提供金融
服务。针对“三夏”生产形势紧迫、资金
需求“短、平、快”的实际，濮阳市农信社
结合“最多跑一次”精神，严格执行贷款
限时办结制度，让客户在最短时间取得
资金支持。
据了解，今年以来，濮阳市农信社
早部署、早安排、早落实，大力组织存
款，及时调整信贷策略，加大支农信贷
投入，全力做好“三夏”期间金融服务工
作。5 月末，该市农信社各项贷款余额
238.20 亿 元 ，其 中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207.87 亿 元 ，农 户 个 人 贷 款 余 额
137.30 亿元，扶贫贷款余额 6.85 亿元，
累计发放支持“三夏”生产贷款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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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农信社

做好
“三夏”
生产金融支持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田颖）
入夏以来，漯河市农信社切实发挥支农
惠农主力军作用，及早谋划、内外联动，
对“三夏”生产给予大力资金支持。截至
目前，该市农信社向“三夏”生产企业和
收粮大户投放信贷资金 2 亿多元。
为积极促进夏粮收购期间的信贷
投放、组织存款、中间业务等惠民利民
工作落到实处，该市农信社成立了领
导小组，各联社领导班子包社督导，并
全面推行定期通报、现场督导、综合考

评、绩效挂钩，推进活动有效开展和落
实。各联社以夏粮收购为契机，细化
客户群体，对辖区内的收粮企业和收
购大户明确责任人和拓展方案，做到
早调查、早预测、早计划，做好金融支
持工作。
与此同时，该市农信社全力抓住夏
粮收购的下游客户，对接粮管所、收粮企
业、收粮点、收粮大户、种植大户，在粮食
收购企业、代收点及布放助农金融服务
设备点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向客户推介

农信社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惠民付、
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等支付结算服务，并
建立营销台账，满足粮库、粮点、粮农的
非现金支付结算需求。
漯河市农信社还积极落实“三夏”支
农资金“三优先”原则，即对“三夏”生产
所需化肥、农药、农机具资金优先发放，
对为“三夏”生产提供服务产品的个体、
中小企业资金优先办理，对产业化规模
化经营的涉农企业资金需求优先安排，
确保“三夏”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6 月 5 日，在宁陵县孔集乡王福来村，鹏林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包装甜瓜。
该合作社成立 6 年来，大力发展甜瓜种植，共种植 35 座甜瓜大棚 70 亩，由于采用无公害
种植模式，
所产富硒甜瓜供不应求，
亩均纯收入达 1 万余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