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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村里白芷香

树高千尺不忘本“辣德鲜”厚礼送椒农南召县乔端镇

“雁归凤还”助增收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陈
越）“实在是太感谢了。孩子一直想继

续往上读，不过我家里条件不好，本科

四年都是她自己贷款完成的。你们今

儿送这个钱，真是雪中送炭。”灵宝市

镇朱阳村村民刘萍霞的女儿梁鸽今年

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近日，当

刘萍霞接到朱阳镇党委书记赵旭阳送

来的奖励基金时激动地说。

连日来，朱阳镇陆续将奖励资金发

放到新录取大学生及家长手中。今年，

该镇为考取博士生、研究生及本科院校

的朱阳籍学生共计发放奖励资金11.5

万元。该镇累计发放大学生奖励资金

30余万元，帮助300余名学生圆了大学

梦，确保了他们安心上学，激发广大学子

的求学热情，同时，凝聚社会各界对教育

的关心和支持。

赵旭阳介绍，朱阳镇党委、镇政府一

直把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事情来

抓，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教育事业，

让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真正成为每

一个朱阳人的自觉行动，形成推动教育

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山区孩子走

出大山，实现梦想，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

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

灵宝市朱阳镇

11万元奖励大学新生

小小蚕宝宝“甜”了田岭村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多阴雨 秋收要抓紧

▲ 9月16日，光山县罗陈乡陈岗

村农民李军在采摘芡实。27岁的李

军投资20多万元，流转130多亩水

田，建起了芡实种植基地，带动5户贫

困户户均年增收1.9万元。本报记者

尹小剑通讯员谢万柏摄

9月15日，记者在新安县青要山镇

田岭村看到，藏身桑树林的养殖大棚里一

片静谧，工人们正轻手轻脚地安放蚕蔟，

将结满茧的蚕蔟收走。村支书田文忠说：

“今年丰收在望，我们已经尝到了桑蚕养

殖的甜头，村民们干劲可足了。”

田岭村总人口1040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有105户。以前，村里大多数农户靠种

植烟叶、外出务工为生。为增加群众收入，

经过前期不断的外出考察学习，他们发现

引进桑蚕产业可以致富，但是村民不愿意

改变种植习惯，这个“金点子”一直被搁置。

“群众有顾虑，支部、党员就要先行

一步，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田

文忠决定自己牵头先行，去年10月，他

成立了洛阳康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流

转500亩土地种植桑树，由公司提供技

术、材料、土地、厂房等，招聘村民种植桑

树、管理树林、喂养桑蚕等，截至目前，已

带动该村100余户贫困户及附近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

虽然是第一年，桑树还不成规模，但

养蚕的效益已经显现。田文忠掐着指头

算起账来：目前一亩桑园年产桑叶

2000～3000公斤，可以养4张蚕卵，孵

化后约12万条幼蚕，亩产蚕茧约190公

斤，按今年最低价格每公斤52元算，亩

收入可达9000余元，将来效益会更高。

在桑蚕养殖大棚内，贫困户郭伟风

正在忙碌着捡蚕蔟，她在公司里打工每

个月可以赚1500元，丈夫也在桑树地里

干活，一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钱，家里

土地流转每年可以拿到3000多元钱租

金。“原本穷得叮当响，村里引进了好项

目，现在我们一家人能赚到三份收入。”

已经尝到桑蚕产业发展带来甜头的她，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蚕宝宝”生活的大棚外，一群村

民正围在一起谋划着各家下步的发展计

划。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效益明显，村

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开始积极了解

桑蚕产业的情况。“大家可以入股合作分

红；可以租赁经营大棚五五分成，或是金

融扶贫模式，每户每年获得2000元分红，

这么多的致富方式，大家还得头痛哪种方

式参与经营赚得多吧？”听着支书充满信

心的话，大家都开心地放声笑了起来。

其实在田文忠心里还有一个甜蜜的

计划，他准备围绕桑园和蚕茧两条腿走

路：发展林下经济养殖土鸡，开展桑葚采

摘游，制作桑叶茶；利用蚕丝制作蚕丝被

等蚕丝制品。“田岭已经苦了好多年，我

相信，桑蚕产业可以生态和经济双丰收，

小小的蚕宝宝，一定能‘甜’了田岭村!”

9月6日一大早，禹州市古城镇钟楼

村党支部书记徐中建就没了影。一打

听，原来村里道路拓宽工程已经完工，镇

里要求去办理验收手续，但是刚好赶上

村里种植的“禹白芷”获丰收，村里道路

工程验收的手续就拖了好几天，所以一

大早，徐中建就去了镇里。

“那几天，亳州客商一天也不等，掂

着钱，带着车，天天守在地头，晒都不晒，

就把全村刚刚挖出的鲜白芷买走了。”说

到今年种植的禹白芷，徐中建掩饰不住

心中的喜悦，他说，“本来想多留一点，实

在留不住啊！这不，强留下了两袋，要不

你们连一根也见不到了！”

记者随徐中建来到了村头的白芷

加工车间。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中药

材香味扑鼻而来。记者见到，在地面上

摊开晾晒着的正是享誉中外的“禹白

芷”：黄褐色的外皮，形状既像胡萝卜，也

像人参。车间另一头，今年新买的两辆

专用拖拉机停放在那里，犁铧上还带着

收获白芷时粘上的泥土。

白芷是一种中药材，广泛用作中医临

床饮片配方、保健化妆品和香料等原料，

而禹州市出产的白芷，由于品质最优，被

专称为“禹白芷”。1984年10月，“禹白

芷”种子、种苗被正式列为中国医药系统

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口。2006

年12月28日，经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

“禹白芷”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据徐中建介绍，由于水土等条件适

宜，禹州市白芷又以钟楼村附近的品质

最好而名扬全国。20世纪80年代初，

全村家家户户种白芷，引来河北安国、安

徽亳州等全国许多药商慕名而来抢购。

前些年，由于受市场波动影响，全村种植

面积逐年减少。

去年，为了重振“禹白芷”的生产，徐中

建结合村集体经济发展，自己垫钱10余万

元，流转土地100余亩，种植“禹白芷”，获

得了大丰收。到今年，全村“禹白芷”种植

面积扩大到300多亩，除集体种植100亩

外，带动40多户群众种植。

在村北侧，记者看到，刚刚收过的白

芷地空空荡荡，到9月底就又该播种

了。“过去采挖白芷都是人工，费工费

力。今年村里买回两台拖拉机，一台专

门割秆，一台专门挖根，人跟在后面捡，

实现了机械化！”村会计董会亚说。

徐中建算了一笔账：“村集体这100

亩白芷，每亩产量1750公斤，鲜白芷每

公斤2.3元，共收入40多万元，扣除每亩

地租金600元、种子100元、人工管理

200元等，净收入20多万元。下一步，

我们要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搞好

技术、销售等服务，引导群众调整结构，

扩大规模，依靠‘禹白芷’种植走上致富

路！”

在钟楼村，记者虽然没能看到机器

轰鸣、笑声飞扬的白芷丰收场面，但是，

“禹白芷”特殊的药香还留在记者的嗅觉

中，明年保准又是一个大丰收！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
孟庆雨）9月14日，记者从南召县乔端

镇获悉，今年以来，该镇鼓励有志之士

回乡创业，推动“雁归凤还”,带动群众

创业、增收、脱贫、致富。

今年5月，受乔端镇优美自然风光

及优惠政策的吸引，河南成益集团入驻

南召县宝天曼，一期投资1.3亿元，完成

宝天曼景区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带动

周边大批劳动力实现就业。“一人富了

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回乡创业，看

中的是家乡的好政策、好环境。”成益集

团董事长李清芳说。

白银沟村李大伟在郑州跑香菇销

售多年，如今回到家乡，在镇区投资200

余万元建设了3个香菇分拣车间，充分

利用乔端镇丰富的香菇资源进行香菇

加工分装，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周

边80余户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

土门村在外面从事雕刻的张旭东，

受家乡“筑巢引凤”优惠政策的吸引，带

着技术和资金从城市回到家乡，在水晶

河村建了一个雕刻车间，从事根雕生

产，手把手对贫困劳动力进行技术培

训，现已有10个贫困户掌握了雕刻技

术，月收入5000元以上。

“能人返乡创业，为乔端镇经济发

展带来了新鲜强劲活力。”乔端镇党委

书记余春来说。

本报讯（通讯员高原庞书宁 记者

冯佳志）“过去，咱这病都不敢想，现在

有医生来家里给看病，还节省了很多看

病的钱，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9月

7日，沁阳市常平乡常平村贫困户王红

军接受采访时哽咽地说。

王红军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妻

子杨丽荣患大病成为植物人，需要门诊

长期应用药物治疗。因为没有任何重

症慢性病鉴定资料，未能享受相关报销

政策。

该市医保中心得知情况后，迅速组

织专家进行上门鉴定服务，根据患者的

身体状况和体征，为杨丽荣办理了慢性

病就诊证，今后可以享受门诊慢性病报

销比例达85%。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市在辖区13

个乡镇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重症慢性

病上门入户鉴定工作。入户370户，为

180名困难群众及时办理了重症慢性

病认定。截至8月底，该市共将8989人

纳入重症慢性病管理，补偿43886人

次，补偿金额1138万元。

“为避免因漏保未缴而出现‘因病

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我们为全市

13036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办理

了医保手续，实现贫困群众应保尽

保。”该市人社局医保中心主任秦红松

介绍说。

此外，通过大病保险“一降一提

高”倾斜政策，为181名贫困群众节省

医疗费用47.6万元；在全市24家定点

医疗机构均设置“一站式”即时结算

窗口，实现贫困患者出院时只需结算

个人费用；农村贫困人员在该市定点

医疗机构“先诊疗后付费”，住院无需

缴纳押金。

本报讯（记者马鸿钧）“送了这么多

东西，太感谢了。”看着一堆礼物，73岁的

贫困户葛凤花笑得合不拢嘴，不停说“谢

谢”。9月16日，在柘城县举办的第十三

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展馆外，河南辣德鲜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锦友慰问椒农的

场景，成为一抹动人的风景。此次活动，

韩锦友共为5个村百户椒农发放慰问品

价值两万多元。

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达40万亩，培

育种椒专业村106个，年产干椒12万

吨，是中国有名的辣椒之乡。“树高千尺

不忘本。作为河南的参展企业，我们不

能忘记广大椒农，我一直想着为家乡做

点什么。”韩锦友说，自己创业20多年

来，涉足过不少领域，但做大做强辣椒产

业、造福家乡人民，一直是他最大的愿

望。自2015年10月创办河南辣德鲜食

品有限公司以来，他们一直走“公司+基

地+农户+市场”路子，积极与基地农户建

立紧密联系，实行订单生产，探索和实施

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模式。

如今，辣德鲜企业依托柘城县辣椒

产业的迅猛发展，拥有原料直接供应种

植面积 6000 亩，间接供应种植面积

2万亩，生产出了辣椒酱、辣椒粉、辣椒

干、辣椒丝、辣椒片、辣椒碎、辣椒圈等多

种辣椒制品，其口感独特，鲜、香、辣俱

全，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2016年9月，在新疆和硕县举行的

第十一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上，“辣德

鲜”在风味评选中一举夺魁，为柘城乃至

河南争得了荣誉。由此，“辣德鲜”声名

远播，韩锦友本人也被一些网友誉为“辣

椒大王”，并相继当选为柘城县辣椒协会

副会长、商丘市人大代表。

小辣椒，大产业。韩锦友说，在第十

三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期间举行“情系

百户椒农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就是想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解决贫困椒农的生活

需求，给他们带来温暖，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出一份力。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14日，省学

生营养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

营养办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监督管理，定期公布配餐食

谱、数量和价格，严禁克扣和浪费，确保

4元膳食补助全部“吃进学生嘴里”。

通知要求，不断提高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规范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加大信息公开，严守食品和资金

“两个安全”底线，精准落实营养膳食补

助和提高供餐质量，确保学生“舌尖上的

安全”。各试点县营养办要督促所属学

校在醒目位置公示，并每周更新公示栏

中的食谱、行情调查等内容。试点地区

要统一制定食堂大宗物品入库出库通用

记录等九类台账，进一步落实食品留样

制度，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00克，留

样柜设锁专人保管，并做好留样记录。

本报讯（记者田明）记者9月16日

从省气象台获悉，本月19日前后，我省

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北中部局部有

大雨。本周我省多阴雨相间天气，对已

经成熟的夏玉米等秋作物的收晒有一

定影响。农业气象专家提醒，趁有利天

气抓紧收获，同时做好收获后的晾晒和

防雨收仓工作。

秋收秋种期间主要天气过程为：9

月18～19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

小雨；9月28日～10月1日，全省有小

雨，北部有中雨；10月4～5日，北部、西

北部有小到中雨；10月8～9日，除豫南

外，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10月16～19

日，豫北、豫西有小雨，局部有中雨；10

月27～29日，全省有小到中雨。

沁阳市

先诊疗后付费
贫困户看病不再愁

省学生营养办要求

确保膳食补助“吃进学生嘴里”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刘小江 耿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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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 9月16日，在新蔡县砖店镇黄

瓜温棚里，群众忙着疏花疏果。该镇

建成蔬菜温棚149座，带动69户贫

困户持续稳定增收。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摄

初秋的八百里伏牛山风光旖旎，一

步一景，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绝美的图

画。位于伏牛山深处的镇平县高丘镇

黑虎庙小学，一身亮黄色的“新装”在青

山映照下，格外醒目。

9月17日，天刚麻麻亮，黑虎庙小

学校长张玉滚和妻子张会云就悄然起

身，简单洗漱后，蹑手蹑脚地下楼，走到

前院厨房，开始为孩子们生火做饭。张

会云淘米下锅，张玉滚负责烧火，炉膛

里的火苗呼呼地往外蹿，把张玉滚的脸

膛照得红扑扑的。

“我和李芳老师都是常年扎根在偏

远农村的小学教师，今年都被评为‘河

南最美教师’，她在危急时刻迸发出来

的英雄气概让我肃然起敬。”张玉滚说，

“我们其实只是广大教师形象的一个缩

影，都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教书育人，默

默奉献。这个时代和社会给了我们教

育工作者极高的荣誉，让我深受鼓舞。”

早饭过后，短暂的休息时间也是准

备上课的时间，记者在校园内见到了4

名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张玉滚介绍

说，这些老师都是在镇平县教育局的安

排下，按照城市学校的师生比例特别

“加强”到黑虎庙小学的，这样一来终于

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师资短缺问题，也

给黑虎庙小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吴筱

玲老师说，在上周全体教师会上，已经

在黑虎庙工作了近10年的张磊老师声

情并茂朗诵了《河南日报》刊发的有关

李芳老师的文章，大家都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

“李芳老师是一个内心丰富，充满

生活情调的人，她乐观阳光，工作上兢

兢业业，爱生如子，在对学生无私付出

中收获着精神上的富足 ，我们也要像李

芳一样，不忘初心，对党忠诚，争做倾心

育人师德高尚的‘四有’好老师，争做出

彩河南人。”张玉滚说。

师资问题解决了，校园环境美化

了，主要的现代化教学设备也配备了，

新教师的传、帮、带成了黑虎庙小学一

项全新而重要的任务。面对新的挑战，

张玉滚对老师们说：“我们学习李芳老

师，还要学习她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敢啃

‘硬骨头’的精神，全心投入上好每一节

课，不但要使黑虎庙小学成为艰苦奋斗

的典型，还要力争成为教学质量优异的

阵地，培育出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

本报讯（记者温小娟）9月16日晚，

随着河南方言剧《老街》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精彩演出，“出彩河南——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方言剧《老街》晋京展演”活

动圆满收官。

此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

心、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联联合主

办。9月8日至12日，《老街》先后走进

北京民族剧院、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

堂，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展演期间，还

举行了“寻找马街书魂·传承中华曲艺文

化——宝丰马街书会传承保护研讨会”。

《老街》围绕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宝

丰马街书会的历史演变展开，以江湖说

书艺人七岁红、满口春、浪八圈等人跌宕

起伏的人生命运为主线，反映了民间曲

艺人对说唱艺术的挚爱，对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担当与坚守。该剧由河南

歌舞演艺集团和宝丰县人民政府联合出

品，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曲艺

家协会主席范军和著名影视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李艳秋领衔主演。

据悉，原创方言剧《老街》是省文化

厅打造的“老”字号三部曲的第二部，第

一部是《老汤》。《老汤》《老街》均入选省

委宣传部中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

目。目前，“老”字号三部曲的第三部《老

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创作中。

河南原创方言剧《老街》
晋京展演获盛赞

张玉滚眼中的李芳——

“她的英雄气概让我肃然起敬”

□本报记者孟向东刁良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