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张得
志 高卫瑞）2月22日，记者从荥阳市水

务局获悉，该市在2017年度至2018年

度郑州市水利建设“中州杯”竞赛活动中

成绩优异，获得“中州杯”竞赛先进县

（市）。据了解，“中州杯”为郑州市政府

设立的水利行业最高荣誉奖。

2017年以来，荥阳市积极践行“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新时代治水方针，紧紧围绕水利工程

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累计

完成投资23.56亿元，圆满完成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小型农田水利项

目、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汜水镇示

范乡镇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

程等生态水利工程。新增灌溉面积3.2

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7.45万亩，恢

复和改善灌溉面积5.87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5.7平方公里，供水受益人口

4.54万人。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2月25日，民

进河南省委宣传思想工作暨机关专职干

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信阳大别山干部学

院开课。省政协常委、民进河南省委专

职副主委朱彤晖出席开班典礼并讲话。

朱彤晖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民进全省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省委十届

八次全会精神，因时而谋、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紧紧抓住“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这根主线，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

活动，切实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自觉

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做到跟党走正道行、

知民进懂章程、有敬畏守规矩、做示范重

引领。

朱彤晖要求，参训人员要扑下身子、

沉下心来，充分利用大别山学院丰富的

教学资源，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推

动事业发展的本领，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建

言献策，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争做出彩河

南人。

民进全省各市级组织机关干部，省

直基层组织宣传负责人，民进河南微信

群、QQ群、微博负责人，共计80多人参

加培训。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全体学

员将深入学习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思

想、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格局、中国当前经

济形势等理论知识，到大别山革命博物

馆、将帅馆、烈士纪念馆和许世友故里等

地参观学习。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发正哥，最近身体咋样？我们来看

看给你检查检查身体，也顺便给俺嫂子

也做个体检。”2月24日，在宝丰县大营

镇上李庄村贫困户郭发正家，该镇卫生

院家庭医生团队的郭信豪带着健康一体

机，为患有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病史的郭

发正和其妻子进行健康体检。

这是大营镇卫生院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进行家庭医生集中履约服务的一

幕。

去年以来，大营镇卫生院与建档立

卡贫困户签订了宝丰县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协议书，组织十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深入贫困户家中进行服务，保证签约一

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为辖区内的贫

困户送去了贴心便捷的医疗服务。

大营镇位于该县西部浅山区，是宝

丰县4个脱贫攻坚重点乡镇之一，全镇

34个行政村，人口近5万人。该镇因病

致贫、返贫的人数占总贫困人口的一半

以上。因此，该镇卫生院针对因病致贫、

返贫这个脱贫攻坚战中的“绊脚石”进行

多方位精准“打击”，确保贫困群众住得

起院、看得起病。通过一系列帮扶措施，

2018年，该镇脱贫449户1559人，未脱

贫267户605人，返贫7户21人。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袁永
强李鹏）“真的没想到一次可以领到这么

多钱，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能够真正照

顾到我们这些贫困群众。”“当上了产业

扶贫合作社股东，更加坚定了脱贫致富

的信心。”近日，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夏

庄村举行为民农业经济专业合作社红利

发放大会，245户贫困户领取红利共计

7.86万元。

该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积极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增强贫困户自身造血功

能。全乡以村为单位成立为民合作社，

贫困户将土地和资金通过为民合作社参

与其中，为民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林木

栽植和管护，其经济收入归集体和入股

社员所有。贫困户在获得股金红利的同

时也能参与合作社提供的工作岗位得到

劳动报酬，为贫困户家庭收入的增长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师红军
陈灿灿）2月24日，鲁山县梁洼镇郎坟村

村部大院里热闹非凡，全村133户贫困户

聚集到一起，开展扶贫政策有奖问答和脱

贫思路的交流。主席台旁放着脸盆、洗衣

粉、毛巾等价值几千元的特殊“奖品”。

“谁知道啥是‘两不愁、三保障’的请

举手？”

“哪位老乡能清楚地说出来自己享

受了啥扶贫政策？”

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有人

说不全。

“你看，我答对两题了，奖励了脸盆

和筷子。”经过几轮回答，贫困户王来奇

举着手里的“战利品”高兴地说，“虽然享

受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就是老忘，这有奖

问答形式让我记得准记得牢。”

当天活动分为三个环节，先由村“两

委”介绍村干部及帮扶人，帮扶人结对再

次对贫困户进行扶贫政策讲解，最后进

行脱贫思路的交流和有奖问答。参加活

动的贫困户争先恐后举手回答村干部提

出的问题，有些对政策不清楚的现场及

时咨询帮扶人，既调动了贫困户了解扶

贫政策的积极性，坚定了脱贫致富的决

心，又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梁洼镇党政办主任胡江锋介绍，下一

步，将把郎坟村有奖知识问答的经验，在

全镇13个村推广，确保国家的各项扶贫政

策深入人心，脱贫攻坚扎实有效开展。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封
德）2月22日，是中华医圣张仲景诞辰

1869周年纪念日。为弘扬和传承张仲

景中医药文化，仲景宛西制药公司在位

于西峡县的医圣故里中华医圣苑举行

了隆重纪念祭拜典礼，数万民众参与

祭拜。

当天上午，在仲景宛西制药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孙锋的带领下，上千名

集团领导和员工代表分别向张仲景雕

像敬献花篮，并贡呈从河南、安徽、湖

北、四川地道产区GAP药材基地选购

的地黄、山药、山茱萸、牡丹皮、茯苓、

泽泻六味优质药材。典礼现场，宣读

了《祭仲景 1869 周年文》，万人齐唱

《医圣颂》。除盛典外，还举办了戏剧

演出、舞龙舞狮等文化民俗表演。祭

拜典礼后，参加祭拜的数万民众游览

了仲景百草园、碑林，参与了撞医圣钟

等祈福活动。

2月24日，商水县舒庄乡农民陈秋红在工厂里忙碌，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她今年没有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既能照顾孩子上学，又能挣钱。该县有中小微型企业2000多个，为5万多名农民工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

员乔连军摄

近日，为护航春耕生产，沈丘县农牧局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组织执法人员对

辖区内所有农资经营门店进行拉网式大排查，严厉查处农资生产、经营等环节的违法行

为。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摄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2月

25日，来自山东省布恩集团、正大集团、

辽宁禾丰牧业等多个全国知名畜牧领军

企业负责人、畜牧养殖专家齐聚宁陵县逻

岗镇，与宁陵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为投

资2.3亿元的商丘市聚民畜牧养殖项目开

工培土奠基。

近年来，宁陵县紧紧围绕“上规模、促

发展、保质量、上水平”这一主题，以促进

规模养殖、集约养殖发展和标准化小区

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畜牧产业化经营

步伐，培育壮大了牧原集团、豫东牧业、

宁宝养殖等13个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各类养殖场（小区）1755个。该

县现有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100个，是

全省30个基础母牛存栏大县之一，是河

南省种羊繁育基地和肉羊生产基地，连

续5年达到了国家生猪出栏大县标准。

2018年，畜牧业总产值实现13.5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5%以上，为该

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助力脱贫攻坚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今后，我们将全面实施产业转移发

展战略，进一步借助宁陵县农业资源优

势，围绕‘招大引强、招精选优’工作思路，

为项目建设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

务，使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落户宁陵。”

宁陵县人民政府县长马同和谈及未来的

发展充满信心。

近日，记者来到汤阴县韩庄镇部落村，

见到的是路边杨柳吐出新绿，大街小巷干净

整洁，独具“岳乡”特色的文化墙赏心悦目。

文化广场上，三五成群的村民或聊天，或健

身，或坐在休闲座椅上荡着秋千，很是惬意。

“几年前，这里还是‘夏天蚊子闹，冬天

垃圾漂’的臭水坑。”部落村村主任陈一菲说。

近几年来，汤阴县以提升改造农村公

路为突破口，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和美丽乡

村建设，改造老旧路面150万平方米，建

设过街过村路段排水沟320公里，制作文

化墙5200平方米，种植路树25万棵。农

村公路功能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农村公路增加了乡村“颜值”

雨后的韩庄镇东酒寺村显得格外清

秀，平整的水泥路上，不时有车辆缓缓驶

过，车后没有一点尘土。

“说起村里这几年的变化，我最有体

会。”东酒寺村党支部书记赵明说，“以前，

晴天走路像扭秧歌，深一脚，浅一脚。到

了下雨天，路上大坑连着小坑，能撑船。

大人小孩不穿胶鞋没法出门。”说话间，几

位接孩子放学的妇女围了上来。

“啥叫胶鞋，好吃不好吃？”小女孩的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2018年，汤阴县以创建省级“四好农

村路”为契机，投资4060万元，整修老旧

路面85万平方米，拆除违章建筑、清理不

规范广告牌、建设文化墙。汤阴县注重整

合资源，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人居环境

治理、“厕所革命”等相结合，由“九龙治

水”到“攥指成拳”，共同发力，使得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

“文化为魂”提升了乡村“气质”

夜幕降临，天气虽然冷，但李家湾村

的“农民夜校”内却灯火通明。干部群众正

在学习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结合本村实

际，谋划今年全村致富奔小康的新打算。

如果说环境的改善是汤阴县乡村整

治的序曲，那么文化的挖掘则塑造“百村

百面”的汤阴风格。

在韩庄镇三里屯村，村民原水明的剪

纸“精忠报国”曾获全国民俗文化大奖。

在他的影响下，周围孩子跟着他一起，用

剪刀领略民间艺术的魅力。部落村的“乡

贤文化馆”，记录着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

他们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

己的特长、学识、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

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

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泽被乡里、

温暖故乡，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

村文化意义重大。”部落村党支部书记邢

锋说。

小河村的文化墙，就是一座“会说

话”的“村史”馆。文化墙上，记录着于氏

先祖扎根小河、建设小河的足迹。“别小

看这几面文化墙，不仅能唤起人们的记

忆，更能让岁月留存，让人们看到农村的

时代变迁。”小河村村干部于瑞兴介绍

说。

文化的注入不仅为汤阴县的农村环

境综合治理带来形象上的改观，更带来内

涵上的丰富。走在部落村街头，村民只要

看见纸屑、烟头，就会自觉捡起来扔进路

边的垃圾箱。地处汤阴、鹤壁、安阳交界

的王佐村，以前是有名的“三不管”村，如

今，村里汽车、电动车有序行进，车让人，

人让车，一派文明景象。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增强
杨梦迪）2月21日，郏县长桥镇窦堂村村民

冯校兵像往常一样将精心准备好的青草和

饲料放在了豚鼠养殖笼里。看着豚鼠一天

天长大，冯校兵脸上露出了笑容。

冯校兵是窦堂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家四口人，父母和一个兄弟。冯校

兵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2014年一场突

如其来的重病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

冯校兵和母亲秦素珍、冯二兵相继患上

了尿毒症，巨大的医疗开支加上病痛折

磨把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

如洗。 2016年5月，冯校兵一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

“我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病，如果自

己不努力这个家可怎么办？”冯校兵总是

自言自语。

去年8月，冯校兵主动找到驻村工作

队，表示想通过自己努力摘掉贫困户的帽

子。冯校兵虽然身体不是很好，但是母子

三人做些轻体力劳动还是没有问题的。

了解到情况后，村脱贫责任组介绍他参加

镇里举办的贫困户种植、养殖技能培训。

冯校兵在培训班学习中得知一种叫豚鼠

的宠物体态娇小可爱、繁殖力强、饲养简

单，深受市场欢迎，便想试着饲养一批，增

加家里的收入。

驻村工作队通过咨询专业人士，查阅

相关资料，积极帮他购买了6只豚鼠试

养，并为他找来了饲养豚鼠的书籍资料，

还搭建了豚鼠笼舍。通过母子三人精心

饲养，豚鼠的数量达到40余只。

春节前夕，脱贫责任组成员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了出售贫

困户饲养的豚鼠的消息，没想到大受欢迎，

两天时间就售出了5对，还有许多人表示

要上门来买。看着自己的努力变成了实实

在在的收入，冯校兵笑得更开心了。在脱

贫责任组的建议下，冯校兵购进一批宠物

笼，到县城二虎桥销售豚鼠，同时也通过网

络途径联系了收购商，达成了收购意向。

有了养豚鼠的经验，冯校兵又从网上

购买了兔子笼和3对肉兔。如今，兔子已

经增加到了20多只。天气暖和的时候，

母子三人就把豚鼠幼崽和小兔子放到自

家的小菜园里撒欢、晒暖，成了这个多难

家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有手有脚，啥事都不能光靠政府，

今年春节我靠养殖收入了300多元，虽然

钱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只要我自己努力就

一定会脱贫，以后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冯校兵说。

农村版责任编辑∶李躬亿 电话∶0371-65795706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段俊韶综合新闻 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2

郏县窦堂村冯校兵

身患重病不言弃 养殖豚鼠争脱贫
民进河南省委开展机关干部能力提升培训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南阳市

数万民众参加张仲景诞辰祭拜

汤阴县

“颜值”农村路 “气质”新农村

荥阳市水利建设获殊荣

鲁山县梁洼镇 有奖问答让扶贫政策入心

宝丰县大营镇 打好健康扶贫组合拳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瑜原金贵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

为贫困户增收添动力

宁陵县

畜牧养殖助脱贫

沈丘县

农资打假为春耕生产护航

2月23日，汝南县常兴镇穆屯村张志刚一家正在种植雪松。近年来，该镇瞄准市场

需求，把种植花木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引导群众大力发展花木经济，亩年

效益达1万余元。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摄

汝南县

新春植树促群众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