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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农民程天彪
让高粱
结出“金豆豆”

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还有 天1111
走走乡村乡村 看看丰收丰收

蓝天白云，秋阳灿烂。9月8日，是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学

校红色拱形门上悬挂着“热烈欢迎新同

学”的暖心横幅、绽放的鲜花和彩色气

球，让整个校园喜气洋洋。我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新生家长一样扛着大包小行

李，送孩子上学。边走边拍照留影，我除

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慨，我做梦都没有想

到，继我的小妞妞于8月18日到西安交

通大学报到上学，我的大妞妞也来郑州

上大学了。

结缘于丹江

这两个妞妞不是我亲生的女儿，而是

我在淅川县采访南水北调移民时认的干

女儿。

我与妞妞们结缘于7年前。2008年

6月，丹江口库区淅川县16.54万移民因

为南水北调，分别搬迁到南阳、平顶山、

漯河、许昌、郑州、新乡。2011年，移民

进入高峰期。在淅川县我跑遍了10个

移民乡镇的一百多个移民村。当年5月

6日，我来到三面环水的该县仓房镇胡坡

村。172水位线将胡坡村一分为二，水位

线以下的群众全部搬迁到新乡市辉县。

胡坡村五年级小学生张娟，哭着对我说，

我不想和好朋友分开，我走了她俩咋

办？从村里到镇上小学50里山路，周末

回来都是我们仨做伴，路上还有野猪獾、

蛇，好害怕啊!

那天采访结束，两个小妞妞怯生生地

走到我跟前。大妞妞小声对我说，记者阿

姨，能帮俺办户口吗？小妞妞羞涩地说，

没有户口，不能办学籍。话没说完，小妞

眼里就充满了泪水。我抱起她坐到我腿

上，她在我怀里哭成泪人儿。

张娟说这姐妹俩就是她的好朋友、同

班同学，学习可好了。

我问两个妞妞，知道要户口干啥吗？

大妞妞说：能办身份证，以后出去打工要

用，早点挣钱养家。

我试探着问两个妞妞，给我当女儿，

谁愿意跟我走？大妞妞说，让妹妹去吧，

我还能帮爹干活。妹妹说：我不去。我问

她为什么不去，她说爹生病吃药，害怕爹

突然离开她，她想陪着爹。

张娟哭着说：“阿姨你不能带走一个，

我搬迁走了，剩一个人走山路没有伴了。”

我说，她俩我都带走。张娟说，你把她们

带走了，谁帮她爹锄地、拔草？

我随着妞妞来到她们的家，摇摇欲坠

的土坯房，从门口透过后墙的裂缝，可以

看见马路上穿梭的摩托车。我蹑手蹑脚

进去，生怕屋塌了。真是家徒四壁，值钱

的就是一台压面机，几袋粮食。床角坐着

一个女人，冲着我傻乎乎地笑。妞妞告诉

我，这就是她们的哑巴妈，是爹从村头捡

来的。

妞妞的爹说：“因为不知道哑妈来自

何方，没有户口，就无法领结婚证，自然就

没有准生证，俩妞妞就上不了户口。我有

肺气肿、哮喘，趁我活着想给俩女儿户口

办了。”

我与哑妈比画着问她娘家是哪里的，

叫啥名字？哑妈呆呆地看着远方。我突

发奇想给她笔，让她在采访本上写，哑妈

只冲我呵呵直笑。

哑妈来自哪里，成了一个谜。

俩妞妞说：“妈妈又聋又哑还傻，特别

羡慕其他小朋友能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

和妈妈说说知心话。尤其是下大雨，看到

同学的妈妈到学校送雨伞，心里酸酸的。

但是，我们不嫌弃妈妈，她给了我们生命，

给了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有时妈妈跑

丢了，我们焦急万分，四处寻找。”

相助于危难

当年，我请来在移民村巡诊的省医

疗专家给妞妞爹看病。跟县长商量，我

想带这两个小女孩儿到郑州，希望能赶

紧给她们办户口。我给镇长说，看看哪

户移民的空房子好点，让妞妞一家搬进

去。

当年6月10日凌晨4点钟，搬迁的车

队就要从胡坡村出发了，俩妞妞和张娟哭

着说:“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

见。”张娟说：“我会想你们的，上学路上要

小心，咱们都要好好学习。”她们紧紧地拥

抱在一起，甚至舍不得松手擦鼻涕眼泪。

俩妞妞望着张娟离去的背影，挥别的小

手，深深地刺疼了我的心。

几天之后，我又到仓房镇移民村采

访，心里一直惦记着两个妞妞，我买了两

条公主裙。俩妞妞高兴地说:“裙子太漂

亮了，稍长一点，明年还可以穿。我们从

小都穿百家衣，做梦都没有想到能穿上花

裙子。看见别人穿裙子，悄悄地跟在后面

多看一眼。”

我回到郑州没多久，淅川县县长顾里

给我打电话：“你的两个妞妞的户口已经

办了。”又过几天，仓房镇镇长王志强打电

话告诉我：“已经把两个妞妞一家安排到

搬迁走的移民家，房子结实不漏，你放心

吧。”

就这样，我跟妞妞们的缘分再也剪不

断了，她们是我的牵挂。最初，她俩不知

道怎么叫我，我说随便叫。几个月后，当

我又一次打过去电话，传来的却是一声

“记者妈妈”，我比她们先哭了。

2014年6月的一天早上，胡坡村的

治保主任胡启后给我打电话说，妞妞的爹

去世了，没有钱买棺材，两个妞妞哭得撕

心裂肺。

我哭着跑到信用社给她们汇款，并给

王志强打电话说，我很担心妞妞们因回家

照顾哑妈而辍学。

过了几天，王志强给我回电话说：“赵

记者，你放心，我们已经把她娘仨安排到

镇上的敬老院吃住，享受五保待遇，俩妞

的学费也免了。”

圆梦于扶智

为了节省开销，俩妞妞常常一顿饭只

喝一碗汤。我安慰俩妞妞，日子会一天天

好起来，不要操心钱的事，专心学习。俩

妞妞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点着头说：“您

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珍惜宝贵的

学习机会。”

2015年9月，俩妞妞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淅川县一高。张娟考上了辉县市一

中。三个好朋友远隔千里，相互鼓励，争

取考上大学。

扶贫扶智，立德树人，天道酬勤。

俩妞妞并没有因为出身而自卑自弃，

而是自强不息，以优异的成绩赢得大家的

尊重，分别担任了各自班级的团支部书

记。

同学说，大妞妞经常在寝室开着灯学

到很晚，瞌睡了就用冷水洗脸。有时顾不

上吃饭，让同学把饭捎到教室。班主任徐

俊峰老师告诉我，她俩都很阳光，从不抱

怨。主动帮助同学解难题，还经常帮同学

洗衣服，缝被子。

为了考上大学，妞妞们起早贪黑学

习，有次模拟考试，小妞妞考了600分，气

得跑到雨里大哭，晚上在被窝里边哭边打

自己的脸。我知道后第一次批评了她。

聊到最后，我俩都是泪流满面。

在学校的光荣榜上，我看到俩妞妞并

列第一，很是欣慰。高考一结束，俩妞妞

就到餐馆端盘子、当家教。高考成绩出来

后，她们和我商量报什么志愿。最终小妞

妞报医学专业，她梦想着有一天，妈妈能

告诉女儿她来自何方，能听到女儿说：妈

妈，我爱您！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她俩跪在爹

的坟前，哭着说：“爹，我们考上大学了。

没有国家的帮扶救助、没有好心的记者阿

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以后，我们会让

妈妈过上好日子，您就安心吧。”

就在我们为学费发愁时，得知淅川县

出台助学政策，绝不让一位贫困学生上不

起学。大河手机报的商丘市读者饶先生，

愿意资助小妞妞上大学，一直到研究生、

博士。

小妞妞去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她抱

着枕头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我想和你

睡。我说，来吧乖。小妞妞说，可羡慕同

学和家长说话了，看到他们跟父母撒娇拥

抱，鼻尖酸酸的。借着月光，我为小妞妞

擦去了满脸泪水。

在西安交大的操场上，看着小妞妞穿

着军训服，英姿飒爽，我高兴得落泪，丹江

小妞妞长大了。小妞妞笑着说，我是给点

阳光就灿烂！

这就是我跟两个小妞妞的故事。我

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更热爱母亲这个身

份。我相信，我的两个小妞妞这一生都会

被爱包围！我也相信妞妞们不会辜负大

家的期望，好好学习，感恩社会。

我的丹江小妞妞

□本报记者赵川

百亩瓜蒌
喜获丰收

据新华社9月11日电

方城县

听戏听出新观念 辛勤劳动奔富路
随着国家对“三农”的重视，资本下

乡投资农业的大亨们也越来越多了，农

业是个春种秋收的长线行业，真正投资

农业不能有投机心理。

流转土地有补贴，家庭农场有补贴，

设施农业有补贴，田园综合体建设有补

贴，农业龙头产业化企业有补贴，国家为

鼓励农业生产，政策性补贴的项目几乎

实现了全覆盖。

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有些投资

者只打自己的小九九、耍自己的小聪明，

为获得补贴而投资农业，一旦补贴期限

到了补贴终止了，便把农业项目高高挂

起，甚至逃之夭夭。

农业是长线行业，农业项目根本不

可能一蹴而就，如果项目本身没有适应

能力，不具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只是百分之百依靠“外援”，上项目时，

投资客、当地政府甚至村组都应提高警

惕。

投资不是投机。做农业，不能有投

机心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
鹏李永刚）“唉，伙计，现在电话预约或

前来订购高粱的客户已有近10家，目

前只能承诺给您1500吨。”9月10日，

在郏县安良镇安西村的郏县兴利小麦

种植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程天彪耐心

地对一家酒厂的业务员解释。

程天彪说，高粱不仅耐旱抗涝，不

用花费很多时间去晾晒，只要出出风儿

就可以卖给酒厂、醋厂了。他今年种了

400亩高粱，亩产在500公斤以上，每

公斤高粱出售给酿酒或酿醋企业的价

格在2.4元左右，高粱总产量有望突破

200吨，收入50万元以上。

他种植的高粱总产量200吨，怎敢

承诺给客户1500吨？程天彪笑着说：

“这几年，附近村的群众听说俺秋季种

高粱发了财，便纷纷加入俺的合作社。

去年秋季，种高粱农户有300多户，种

植面积 1600 多亩，每户每亩地增收

300多元。今年秋季，已发展到400多

户，面积达4600余亩。”

程天彪为种高粱的农户先免费提

供种子、化肥、农药。高粱收获晾晒

后，按照市场行情价格，程天彪负责全

部收购，扣除事先为农户提供的种子、

化肥、农药费用，剩余现金一次性全部

付给农户。

9 月 11日，光山

县泼陂河镇蔡围孜村

江威合作社社员正在

田间收获瓜蒌。今年3

月，该合作社从安徽引

进野生瓜蒌苗两万棵，

种植面积112亩，现在

喜获丰收。瓜蒌籽每

斤卖20多元，瓜蒌皮、

根都是中药材，亩均纯

收入可达 4000 元。

带动19户贫困户种植

瓜蒌脱贫。谢万柏摄

本报讯 （记者田明）9月11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18年河南省农民

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

圆梦行动”启动，郑州大学、河南广播电

视大学等14所本土高校计划招收1.2万

名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

据悉，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下发通

知，2018年全省有关高校计划招收1.2

万名在豫务工、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合

入学条件的农民工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提升农民工学历层次和技术技能水

平，助力脱贫攻坚事业，有效服务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届时，各有关高校将结合我省实际，

对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需求，面向食品、建筑、轻工、电子信

息、服装服饰、装备制造、商贸合作、物

流、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

村服务业、“互联网+”等产业领域设置

招生专业，以专科层次学历教育为主，为

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学

历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

此外，各有关高校要与企业探索建

立合作机制，紧密对接行业需求、岗位要

求、职业标准和生产过程，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确保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质

量。各级工会要组织有关企业做好生源

发动和推荐、与高校对接协调实习实训

等工作，依法维护农民工学习权益。企

业要把农民工纳入职工教育培训计划，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供必要的学习条

件、减轻经济负担，有条件的要将农民工

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与个人薪酬、岗位晋

升相结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代继
英）9月11日，由省委组织部和省文联共

同举办的“党徽闪耀中原”河南省第一届

党建主题摄影大赛作品巡展漯河站启动

仪式在漯河医专举行。

据悉，此次摄影大赛既是十八大以

来全省党建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

为庆祝建党97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

献上的一份真情厚礼。在漯河医专展出

的140余件摄影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喜人成绩，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共产党员服务群众、服务

基层、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时代风采。

“此次‘党徽闪耀中原’党建主题摄影

作品展在漯河巡展，是省委组织部、省文

联对漯河市党建工作的认可，必将进一步

激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热情，为推动‘四城同建’、落实

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

作布局，汇聚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漯河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思杰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善
喜）“为争贫困户，俺也上过访，听听俺村

地摊戏，我才脑子开了窍。不劳而获靠

救济，永远难走致富路。”9月9日，刚刚

听完戏的方城县博望镇湾街村村民王道

全对记者说。

听戏听出新观念，不争贫困（户）奔

富路。在博望镇，像王道全一样昔日为

当贫困户而上访告状，如今停访息诉奔

富路的例子不胜枚举。

去年以来，该镇充分发挥演艺团体

多的优势，把宣传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宣

传当地在扶贫领域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

新风尚作为演出的主要内容，邀请市、县

专业艺术家到场进行艺术指导，支持他

们巡回全镇51个行政村进行专场演出。

方城县利用文艺演出形式宣传讲解

党的扶贫政策，使少数有懒汉思想的群

众自觉转变了观念，靠辛勤劳动走上致

富路。

不要有投机心理
□本报评论员宋朝

我省党建主题摄影作品巡展漯河

我省高校将招1.2万名农民工

走转改
——记者蹲点

习近平赴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
经济论坛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刘勰李凤虎）9月11

日，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

委第二次边督边改对接会在郑州召开。

督导组组长盛茂林主持会议并通报第一

轮下沉督导郑州、平顶山、商丘、开封、新

乡5市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喻红秋代表省委作表态讲话，督导组

副组长王春峰出席会议，胡道才、顾雪飞

出席会议。

盛茂林表示，第一次对接会召开后，

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专项斗争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

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督导组的意见建

议，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压实责任，传导

压力。各级各部门按照省委的部署安排

和“六个围绕”的具体要求，采取有力措

施，加大工作力度，各项工作有序推开，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重

要成果。

盛茂林从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

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等6

个方面通报了下沉督导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建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切实加强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形成

工作合力；要深入发动群众，加大对典型

案例的宣传力度，增强群众信心，形成强

大震慑，营造浓厚氛围，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人民战争；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把扫

除黑恶势力、深挖彻查“保护伞”、摧毁黑

恶势力经济基础“三位一体”结合起来，真

正做到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要

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精准扫除，突破

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案件；要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凝聚力、战斗力，巩固坚强“战斗堡垒”，铲

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

喻红秋表示，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从践行“两个坚决维护”的政治高度，

继续把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抓紧抓好，以高度政治自觉迅速投

入到整改工作中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

落实，确保反馈的问题快速整改到位，努

力提高全省专项斗争水平。要进一步坚

持问题导向，层层传导压力，坚持依法严

惩，深挖彻查“保护伞”，深入发动群众，

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

督促指导，以过硬措施推动专项斗争取

得新成效。

会上，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汇报了第一次边督边改

对接会以来河南省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二次边督边改对接会召开
盛茂林主持并通报第一轮下沉督导工作情况
喻红秋作表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