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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花生的自述
□本报记者 黄华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哈
哈，这个谜语说的就是我——被誉为长生
果的花生。
我的老家在遥远的南美洲，自从明清
时，我们的祖先被带到中国后，就在这里
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要说现在我们家族最兴旺的地方，那
就当数正阳县啦，这个连续多年蝉联全国
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的正阳县，去年还被评
为“中国花生之都”
“中国富硒花生产业化
基地县”
“中国（国际）花生交易中心”。不
少专家到正阳考察后，都不禁发出了“世

息县岳同文

八旬老党员义务扫街

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的感叹。 “远杂”系列早熟、高产、高油、抗病的家族 “窜”到农民的粮仓。
说句实在话，我们花生家族最喜欢的 新成员，让我们更能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
鲁花、君乐宝、维维集团、金龙鱼，
这些
土壤当属那些半沙半土的沙土地，而正阳 候。现在，我们在正阳的平均亩产已经达 大企业您听说过吧，没想到他们也被俺
这个地方的土壤却以黄褐土、砂姜黑土和 600 多斤，种植我们花生成了当地农民脱 170 万亩的种植面积吸引过来，纷纷来正
潮土为主，非常不适宜我们花生的生长， 贫致富的首选项目。
阳落户办厂。有了这些知名企业的加入和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正阳的产量并不高，
为了解决我们花生的机械化生产问 带动，如今我们花生家族可是浑身都金贵
亩产一直在二三百斤徘徊，再加上当时的 题，正阳可是下足了功夫，先后投入 2000 了起来，
他们用我们的仁榨油、制奶和休闲
机械化程度不高，农民伯伯从种到收都靠 多万元，支持本土企业自主研发或与科研 食品的同时，
用我们的秧搞养殖，
我们的壳
人工，我们当时在正阳能否长期落户成了 院所合作生产花生机械。建起了专门的 也被农民用来种植食用菌。可以说，我们
问题。
花生机械产业园，入住生产企业 38 家，获 花生的所有地方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一个叫张新友的花生专家和他的团 得国家专利 109 项，年产花生生产机械 6
经农业部和财政部的审批，全国唯一
队经过 30 多年的潜心研究，采取远缘杂 万多台，产品涵盖了花生种植、收获、摘果 的国家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也已落户正
交育种技术体系，让野花生和栽培花生 等各个环节。有了专用的收获机械，只要 阳，我们花生产业正成为正阳脱贫攻坚的
“联姻”，先后为我们家族培育出了“豫花” 天气晴好，一周时间，我们就能从地下 强力引擎。

脱贫攻坚进行时
驻马店市驿城区

种中药 甩
“穷帽”
本报讯（记者黄华）8 月 8 日，走进
群山环抱的驻马店市驿城区沙河店镇
赵尧村，山脚下一块块田地里丹参正绽
放出紫色的花朵，幽幽花香在山间飘
荡，村民脱贫致富的梦想也随之绽放。
赵尧村四面临山，由于处于浅丘陵
地带，全村仅有耕地 1890 亩，加上当地
村民种养方式粗放，该村被扣上了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为了帮助山区群众
尽快脱贫致富，该村第一书记史博闻经
过走访和咨询，决定利用当地的地理优
势，引导村民种植中药材。
史博文找到村里有多年艾草种植
经验的李根生，鼓励他成立赵尧村第一
个农民种植合作社——艾之康农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农户”的经
营模式，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艾之康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已先后种植丹参、艾草等中草药 200 多
亩，直接带动 40 户 125 名贫困户。这些
贫困户不但可以在合作社打工挣钱，每
户每年还能从合作社获得 1400 元的利
润分红。

□本报记者 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
通讯员 余江 李梅

心，岳同文就趁早上、晚上车辆少的时候
垫路。很多时候，晚上一直干到十来点，
睡上几个小时，深夜两点又起床干活。
在许俊杰眼里这位老邻居有点
每天清晨，在息县路口乡岳庙村的
：老岳就是闲不住，村里一些活，又
主干道上，总能看到一位清瘦的老人推 “倔”“
着小车，拿着扫帚，清扫路上的垃圾。老 没人安排，他非要干，图啥啊？”
但在老伴眼里老岳又有点“傻”，她
人名叫岳同文，是一名有着 54 年党龄的
指着屋里开裂的墙说：
“家里房子破成这
老党员，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老人
始终坚守着。在岳庙村，提起 82 岁的岳 样，村里要给俺们危房改造，他却说，先
紧着其他群众。这都第三批了，村里帮
同文，男女老少无不竖起大拇指。
由于受农机反复碾轧和大雨冲刷， 俺们家报上后，说别再让了。”
儿媳胡德芳说：
“老头子有人缘，热
这条出村的路出现了许多深坑，最深的
坑整个车轮都能陷进去。虽然年事已 心肠，俺村里无论谁家出现点矛盾，就找
高，但岳同文为村里服务的劲头却没有 他去调解，谁家有红白事总是叫他去帮
退。看到路面坑坑洼洼，他就抽空为村 忙。”
“他今年都 82 岁了，谁也没要求他
里义务修路、护路。“老岳不爱麻烦人，
天一晴就自己平路，开始就他自己，后来 必须怎样，但只要村里有事他都带头
大家也慢慢加入进去。”8 月 2 日，72 岁 干。党费他总是第一个交，党员开会他
总是第一个到，没事他总是喜欢到党支
的村民许俊杰说。
儿子岳继友劝父亲：
“路上都是车, 部去坐坐，在他眼里，党支部就是自己的
万一撞着你怎么办？”为了不让家人担 家。”岳庙村第一书记赵伟说。

出彩河南人
灵宝市

食用菌七个月卖 6.6 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章江
丽 李均友）8 月 3 日，记者从灵宝市政府
获悉，今年夏香菇上市以来，吸引来自
全国的 40 多家经销商上门收购，销售价
格较去年同期每斤高出 1.5 元以上。
据了解，灵宝市今年食用菌产业发
展以稳定产业规模、推进项目建设为重
点。今年 1 至 7 月，该市食用菌累计产
销 4.3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6.6 亿元。
提质增效加快产业化，推广香菇设

光山 红红火龙果 照亮脱贫路

人才培训助乡村振兴

我省启动互联网+
教育精准扶贫行动 鲁山县张良镇

贫困户改善环境 村集体评分奖励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 乔新强)“通过‘按劳分配’村集体收
益，利用‘以奖代补’填写爱心超市卡积
分，在贫困户中树立起了劳动光荣思
想，贫困户参与村庄和家庭人居环境改
善的积极性高涨，村容村貌和贫困户家
庭的卫生状况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
步。”8 月 1 日，鲁山县张良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
目前，该镇 7 个贫困村在扶持下建

起生猪千头线、扶贫车间等项目，通过收
取租金有了村集体收益，但如何分配成
了一个难题。结合实际情况，杨李沟村
提出“按劳分配”集体收益的办法，即贫
困户参与村庄人居环境建设，一天发 50
元补助。
办法公布后，村里的贫困户响应积
极，干劲十足。今年 61 岁的贫困户魏远
超主动开着自家三轮摩托车，参与到村
庄卫生打扫和清理垃圾的行动中，两个

多月下来挣了 7000 元。
“我们村的‘按劳
分配’政策，贫困户觉得公平，村民们也
都拥护。”杨李沟村主任罗继民说。
该镇还有少数单身贫困户，因为长
期养成的懒散习惯，家庭环境脏乱差，针
对这种情况，该镇通过“以奖代补”发放
爱心超市积分卡的方法，来调动贫困户
改善自家环境卫生。凡是经常打扫庭
院、整理家务的贫困户，按检查评比情况
每月给予 1~10 分的奖励。

温县

集社会爱心 聚扶贫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刘中原 崔新娟 记
者冯佳志）
“仅去年到今年，我们中心
平台资助贫困学生 46 名，参与志愿者
196 人次。”8 月 5 日，温县爱筑志愿服
务中心志愿者张绮文说。爱筑志愿服
务中心是温县志愿者组建的爱心平
台，以实地访查的形式入校、入村、入
户详细了解贫困生的情况，向社会发
起“一对一”资助。
近年来，温县通过深化村企共建结
对工程，开展“六改五净一增”专项行动、

贫困儿童救助活动、金秋助学活动，建设
爱心驿站等，引导全社会参与精准扶
贫。在村企结对方面，该县组织动员 23
家企业与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为贫困
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改造等累计
捐款捐物达 147.3 万元。在“六改五净一
增”方面，组织引导 27 家企业实施“贫困
户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参与投入的帮扶
资金及物资达 70 余万元。在贫困儿童
救助方面，组织 20 名爱心妈妈（姐姐）与
20 名贫困儿童结对帮扶，为 20 名贫困儿

施栽培新模式。上半年共栽培各类食
用菌 9982 万袋；设施化香菇提质增效示
范大棚有 300 多座，规模超 10 万袋以上
的村达 138 个，最大村规模达 693 万袋。
以羊肚菌等珍稀菇种植为突破，加
快推进食用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阳
平、焦村等 10 个乡镇菇农发展羊肚菌，
种植规模近 1000 亩，生产也由小拱棚
单一生产向阳光大棚、菇菌菜菌轮作等
多模式转变，生产效益稳步提高。

内乡县

8 月 7 日，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盛泰达专业合作社社员在收获火龙果。该社种植的红心火龙果今年亩均产值可达 2.6 万元，带动
当地贫困户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谢万柏 潘信海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8 月 8 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更好地发挥互联网
在教育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让贫困地区
和薄弱学校师生共享教育信息化红利，
省教育厅在全省启动实施“网上结对
线上牵手”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行
动。
据悉，我省将利用“宽带中原”
“全
光网河南”等项目，推进中小学校（含教
学点）接入宽带网络，今年年底前，所有
学校实现宽带网络入班。贫困地区中
小学（含教学点）多媒体教室数量与教
学班级数量的比率达 70%以上；2020
年年底前，中小学（含教学点）多媒体教
室数量与教学班级数量的比例达 1∶1，
师机比(教师数与教师用计算机比例)达
1∶1。
通过实施“网上结对、线上牵手”系
列活动，推进市域、县域优质学校与薄
弱学校结对帮扶，以专递课堂、名师课
堂、名校网络课堂等方式，开展联校网
教、数字学校建设与应用，实现“互联
网+”条件下的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
均衡配置，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今年年底前，贫困地区学校教师教
学（教研）空间开通率达 60%，学生学习
空间开通率达 40%；2020 年，基本实现
“一人一空间”，使网络学习空间成为师
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与学活动的主阵
地，成为提升贫困地区学校师生提升信
息素养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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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提供了总价值 2 万余元的物品和助学
金。此外，连续 11 年开展“爱在古温·金
秋助学”活动，累计募集金秋助学善款达
230 万元，共资助 1300 多名贫困学生圆
了大学梦。在爱心驿站建设方面，以乡
镇为单位建设 7 个“爱心驿站”，由实力
强的爱心企业筹集爱心驿站内部设施和
首批生活物资，动员社会各界捐助补充
贫困户必需品，脱贫责任组定期对贫困
户进行量化打分，贫困户凭积分换取用
品。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赵林
平 王彦龙）8 月 7 日，记者从内乡县政府
了解到，在脱贫攻坚战中，该县注重发挥
农村实用人才创业致富带富作用，为实
施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
基础。
据了解，该县通过鼓励农村实用人
才建立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种植主体，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和农
业新品种，扩大种植规模，提高农业产业

化效率，从而达到致富带富的目的。同
时，
组织
“科技人才下基层”
活动指导农业
产业发展，
以集中培训、组织
“土专家”
“田
秀才”
现身说法等方式，
举办各类培训，
将
返乡青年农民、产业大户、种养殖能手、作
为培训重点，开展规范的农业技术培训
和指导，增强农民发家致富的本领，为农
村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夯实基础。今年
来，内乡县已组织培训各类人才 3000 余
人，
有力推动脱贫攻坚活动开展。

促进贫困劳动力高质量就业
◀上接第一版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保障乃生存
保障，是保障和改善贫困群众生活的重
要条件。要想不漏一人，精准施策，宝丰
县人社局以县扶贫办台账为基础，组建
工作队在各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配合
下，深入开展 2018 年贫困家庭劳动力就
业情况摸底调查，建立了完善精准的《贫
困家庭劳动力（16-60）就业台账》，实现
了县、乡、村三级贫困家庭数据信息“三
对照”，一周一更新，为提高贫困家庭劳
动力就业精准度打下了基础。
今年以来，该局通过春风行动、马街
书会等活动举办贫困家庭劳动力、返乡
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宣传就业政策，发布
岗位信息，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返乡农
民工就业；上半年，已先后在 4 个村举办
了 4 场助力脱贫攻坚“引企下乡”转移就

业专场招聘会，共提供就业岗位 5120 余
个；同时，多渠道收集岗位信息，并及时
发布，通过微信方式向贫困家庭劳动力
推介就业岗位信息 3100 余个。通过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全县贫困家庭劳
动力的就业率达到了 85%以上，实现了
具备就业能力和就业条件的贫困家庭 1
人以上就业全覆盖，转移就业助力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明显。
“下一步工作中，人社局将继续发挥
好牵头协调、桥梁纽带作用，增强为民服
务意识，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多动脑、多谋
划，带着感情去扶贫，用心来做好脱贫工
作，全面落实好技能培训、职业介绍、资
金扶持等各项政策，帮助贫困家庭劳动
力就业创业，促使贫困家庭早日脱贫，为
脱贫攻坚贡献新的力量。”宝丰县人社局
负责人表示。

西峡县西坪镇 移风易俗 新风拂面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封德
刘占锋 王晓宾）
“以前每逢红白事，
不请人
唱个两三天，就丢面子，现在不兴了，俺们
都是签订过承诺书的，说话得算话。”8 月 8
日，家住西峡县西坪镇牧牛岭易地搬迁安
置区的老周对远道而来的亲戚们讲道。
老周是今年 6 月初搬到牧牛岭异地
搬迁安置区的，一桌简单的家宴，家人齐
聚一堂，庆祝喜搬新居。以往，搬家住新
房要大摆宴席，邀请村组邻居、亲朋好友
庆祝一番。得益于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

牧牛岭易地搬迁安置区作为西坪镇移风
易俗示范点，积极响应全县“推进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新风”号召，搬迁群众一改往
日大操大办旧俗，一切从简。
“贫困户挣钱不容易，节约一点是一
点，农村婚丧嫁娶相互攀比、大操大办，不
仅造成铺张浪费、还催生‘人情债’，加重
贫困户的经济负担。治贫先治愚，推进精
准扶贫，确保脱贫成效，就必须要改变落
后的民风民俗，倡导丧事从简、喜事新办，
切实给群众‘减负’，为文明添彩！”西坪镇

党委书记郑光一说。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该镇通过严
格识别程序，从全镇 857 户 1836 人建档
立卡贫困户中确定 181 户 485 人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启动搬迁之前，镇政府已经
组织全体搬迁户学习移风易俗新政策；通
过公选推选，成立红白理事会，统筹管理
群众的红白事，引导群众喜事新办、丧事
俭办，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及大
操大办。搬迁的 181 户全部签订《西坪镇
牧牛岭移风易俗承诺书》，纷纷承诺红白

喜事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不购买高
档家具，不办入伙酒，不发请柬，不燃放烟
花爆竹等八项新规定。对于婚丧嫁娶、乔
迁新居、孩子升学等酒席，承诺书里面都
有详细严格规定，如果需要办酒的必须
向理事会申请。
自今年 7 月份以来，小区内共有红白
事 6 起，包括所有搬迁户入住，均未有大
肆操办、铺张浪费的现象发生，移风易俗
新风尚已深入人心，易地搬迁贫困户成为
全镇移风易俗的先行者。

8 月 8 日，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电新
街社区开展“我是共产党员请看我——清占道、保畅通、我先行”活动，对辖区门店突出经
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马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