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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吴小燕

舞钢市张淑香细心呵护瘫痪丈夫10年

信阳市平桥区 太平山上毛尖香

清丰县

加快建设国家级
家具检验中心

新安县

千余名骑手角逐樱桃谷

西峡县

举办第十届紫荆花节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每天清晨6点，61岁的张淑香便起

床开始一天的忙碌，喂水、做饭、喂饭、洗

刷……繁杂又有条不紊，这样的日子，她

已坚守了10个春秋。

丈夫患病瘫痪妻子细心呵护

1979年，21岁的张淑香经人介绍嫁

给大自己六岁的武钢市武功乡刘庄村的

刘明欣。刘明欣是附近小有名气的兽医，

家庭条件也比较好。婚后，两人响应号

召，只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俩处事谦让，

性格平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在村里是

令人羡慕的家庭。

2008年秋的一天，出诊归来途中的

刘明欣半身突然麻木，从自行车上摔下

来，动弹不得。经诊断，刘明欣患突发性

脑梗，半边身体失去了行动能力。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说躺

下就躺下了呢？”张淑香难以接受。她带

着丈夫辗转求医，只要听说哪里有治疗脑

梗的，不论路有多远，都跑去就医。回来

来不及喘口气，就赶到厨房生火开始煎

药，但刘明欣的病情没有任何改善。

2009年，刘明欣最终瘫痪在床，无法行

动。

从此，张淑香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丈夫翻身、喂水、倒尿，接着去生火

做饭。每当饭菜做好，张淑香总是先一勺

一勺地喂丈夫吃，刘明欣吃完，自己才

吃。夏天，张淑香喂完一顿饭，常常会累

得一身汗；冬天，给丈夫喂完饭，张淑香再

揭开锅时，饭已经冰凉，她只好再点燃柴

火，把饭热热。

丈夫久卧容易引起背部血流不畅、

生褥疮，张淑香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丈

夫翻身，同时还帮他拍背，一个晚上要

进行两三次。刘明欣虽然长年坐卧、大

小便失禁，但是在张淑香的细心呵护

下，全身没有一丝异味，也从没生过一

次褥疮。

“遇到这么好的人，是明欣的福气。

你看看，不是淑香照顾得好，他会有这么

好的气色，会收拾得这么干净？”来张淑香

家串门的邻居感叹地说。

孤身一人撑起苦难的家

刘明欣的卧床不起，加重了家庭和张

淑香的负担。“2009年，女儿在家住了两

年，帮我照顾她爸，最后还是我劝她走

了。我以前也爱出去转转看看，现在门都

出不去，需要啥东西了，我都让邻居帮忙

带回来。”张淑香说，家里还有五亩多地，

平时还好，农忙时，在地里忙一两个小时

就要跑回家，看看丈夫没什么事，才能放

心再赶往地里。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困扰她的不只是

农活，她感觉自己的腿脚也渐渐不听从自

己的支配，给丈夫翻身越来越吃力。有一

年冬天，她从卧室到厨房时，因为下雪路

滑，摔伤了胳膊，造成肩胛骨骨折。“多亏

我的几个妯娌，她们轮着来帮忙做饭，不

然我们连饭都吃不到嘴里。”

刘庄村“两委”在了解其家庭情况后，

为张淑香申请了低保。2016年，经过评

议，张淑香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

年为他们进行了危房改造。近几年，刘明

欣住院、吃药的所有花费大部分都能报

销，邻居也会过来帮忙。

看着新盖的房子，感受着身边的变

化，张淑香对未来的生活又有了盼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实习生魏维）

4月13日，2019中国·西峡老君洞第十

届紫荆花节在西峡老君洞景区开幕。

西峡老君洞景区位于西峡县二郎

坪镇境内，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

区域，是国家4A级景区，因据传老子

在此隐居、养生、传经而得名。景区分

布着18万亩野生紫荆，每年四月份，

漫山遍野的紫荆花竞相开放。老君洞

紫荆花节已连续举办9届，成为西峡

旅游的名片。本届紫荆花节以“越跑

紫荆花海，共享体旅盛宴”为主题。开

幕式上，书法展示、歌曲舞蹈、川剧变

脸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来自河南、陕

西、湖北等地的上千名游客参加了开

幕仪式。

本报讯（记者田明）4月12日，记者

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日前，教育部下

发通知，今年，重点高校将继续面向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实施国家专项计划、

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贫困地区

学生，实施区域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报考学生

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符合2019年统

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

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其父亲或母亲或

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本人具有户

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

读。

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在本科一批前

开始投档录取，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

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

制分数线。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

有关省份，国家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次前

开始投档录取，录取分数不低于本科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定

向招收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

生。高校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边远、贫

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

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国家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的贫困县脱贫后，2019年仍可

继续享受国家专项计划政策。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4月12日，郑

西高速公路尧山至栾川段木札岭隧道左

线，以零误差实现顺利贯通，这是我省目

前已建成公路隧道中最长的。

木札岭隧道位于鲁山县和嵩县

交界处木札岭，地属伏牛山系，左线

全长 6521 米，右线全长 6537 米。隧

道共设置车行横通道6处，人行横通

道 12处，洞内横洞变电所 1处，坡度

2.45%。由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YLTJ-2 标与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YLTJ-3 标共同承担施工任

务。

木札岭隧道的左线贯通，为后续施

工任务的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

悉，更长的右线工程仍在如火如荼开展

中，预计将在6月底贯通。郑西高速公

路尧山至栾川段预计将在2020年底建

成通车，届时，平顶山尧山至洛阳栾川将

新增一条快速通道，由现在的两个多小

时干线公路车程，缩短为不足1个小时

的高速公路车程。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董希
峰 张进恒）4月 10日，唐河县总投资

34.5亿元的9个重点项目同时开工。“该

项目总投资10亿元，总占地面积300

亩。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3.5亿元，

安置员工400人。”在开工仪式上，河南

森雷实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9个项目，总投

资34.5亿元，涵盖高端装备制造、农副

产品加工、新能源利用等多个领域。这

些项目的实施，对壮大经济总量、提升经

济质量、促进唐河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截至目前，唐河产业集聚区已入驻

固定资产超千万元项目191个，其中工

业项目179个，为产业集聚区晋档升级

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蔡流
锦）4月11日，宜阳县举行第二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7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1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涵盖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多个

领域，包括宜阳县绿色铸造产业园项

目、居然之家建材城项目、南环路区域

路网及李沟矿区域提升改造项目等。

今年，宜阳县共谋划实施重大项

目 116 个，总投资 496.7 亿元，其中

省、市重点项目 34个，总投资 235 亿

元。下一步该县将继续牢牢抓住重

点项目建设这一发展引擎，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持续提高服务水平，延续

首席服务官机制；坚持以项目为中

心，全面聚焦大项目、全力攻坚大项

目、全心服务大项目，持续掀起重大

项目建设新高潮。

4月12日，正阳县吕河乡商庄村群众正在就业扶贫基地管理大棚瓜菜苗。正阳县大

力发展蔬菜、林果、食用菌等就业扶贫基地，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持续增收脱贫。本报

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4月12日，滑县老店镇西杏头村，农业“创客”魏晓辉在向滑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介绍礼品彩虹西瓜的生长发育和汲取生物“营养

餐”的情况。“85后”的魏晓辉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在家乡发展绿色农产品种植项目。目前，他引种的5棚礼品西瓜还没上市就已经

被客商订购一空。毕兴世摄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王清明)4月11日，记者来到信

阳市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事处佛山村,在

太平山茶园内，一片生机盎然，茶树在阳

光雨水的滋润下冒出万千芽头，碧绿葱

翠，随着山势绵延起伏。

当地的茶农早早来到茶园，穿梭在茶

丛中，随着指尖飞舞，一片片新鲜的嫩芽

落入篮中，和煦的阳光洒身上，幸福的笑

容写在脸上，好一幅和谐的豫南农家采茶

景致。

当地村民马云挎着茶篮，穿梭在茶

树中间。“现在正是采茶的好时节，太平

山毛尖芽头饱满，外观好，品质高，我一

天能打三斤多青叶，采茶工钱当天结算，

我就住在茶场边上，不出远门就能挣

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有着

最生动的体现。

“2009年以来，在佛山村‘两委’的支

持下，我们流转了佛山村的3000亩山林

地，采用大型机械整做梯带，分两批栽种

了200万株‘福鼎白’等优质品种茶苗，成

立了太平山有机茶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太平山’和‘浉龙’商标，带动周边群众发

展茶叶生产。去年合作社产毛尖茶1万

多斤，茶叶销售到北京、广州、郑州等城

市，产品供不应求，不仅企业获得了较好

的效益，还带动了周边500多户茶农增

收。”信阳太平山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政军介绍说。

据了解，现在每天有近70人上山采

茶，大多是周边的留守妇女和老人，每天

一人的收入在100元左右。为调动贫困

户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对于前来从事采

茶、除草、植树、修剪等生产工作的贫困户

家庭人员，茶场（公司）会同村里还给予额

外的经济补助，有力推动了佛山村精准扶

贫工作。

徐政军说，今年年初阴雨天气较多，

近日平均气温又比去年偏高，有利于春茶

萌芽，因此今年春茶的品质、产量有望再

创新高。我们在前期管理上，全部施用农

家有机肥，采取人工除草和害虫物理诱杀

措施，保证了茶叶的低污染和原生态，生

产绿色有机茶。

傍晚时分，采茶女纷纷下山，来到公

司生产车间门前称重交茶。徐政军的爱人

钱付霞坐在小桌子边上，一边记录斤数，一

边为采茶工发放工资。

在钱付霞身后，就是茶叶炒制车间。

车间内，茶叶炒制机械设备一应俱全，杀

青、揉捻、理条、烘焙、包装等生产流程都

在这里开展。

“十年前，太平山上杂草丛生，都是

残次林，没有啥经济效益，一到冬季还经

常发生山火，让我们村干部忙得不行。

自从徐政军种上茶树以后，山火没有了，

生态环境更好了。”佛山村党支部书记周

道顺说,“现在，山绿了，路通了，民富

了。茶叶成为村里的主要产业，有了太

平山生态茶叶合作社这个平台和抓手，

我们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更有信

心了。”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孙永杰）

4月 11日，在清丰县家具产业园区内，

1400平方米家具力学检测厂房内部改

造、电路铺设正在进行中，前期政府统一

采购的儿童家具检测设备也在安装调试

中。

为完善链条建集群、外引内扶育龙

头、培育品牌树形象、加强商贸带基地，更

好地服务清丰县家具产业发展，清丰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加快对家具产品检验平台

的升级建设，为产业集群和产业转移园区

提供方便快捷的原材料把关、产品测试、

出厂检验等服务，降低企业创业成本，解

决企业落户后顾之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

升级。

下一步，部分家具力学检测设备将搬

迁至园区厂房。设备安装投入运营后，中

心检测项目将进一步扩大完善，扩建后的

家具检测中心，将极大地满足产业园区各

类家具产品的检验需求，达到申请国家级

检验中心标准。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建立
许金安）4月13日，“情定樱桃谷，醉美新

安行”第五届新安樱桃谷骑行邀请赛在新

安县磁五仓线举行，来自郑州、洛阳、三门

峡等地和新安县的1000多名骑行爱好者

参加角逐。

新安县“磁五仓”公路因贯穿磁涧、

五头、仓头三镇而得名，全长24公里。

新安县樱桃栽培历史有3000多年，是豫

西地区最大的樱桃基地，对外统称“新安

樱桃谷”。

近年，该县通过举办“樱桃节”“骑行

赛”等节会活动，“樱桃谷”名扬四方，叫响

了“新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品牌，在当

地人眼中，“磁五仓”不仅是致富路，也是

一条文化路、观光路、健身路。

据了解，该县深入挖掘本地旅游资

源，完善磁五仓线的自行车赛事基础设施

和配套公共服务把樱桃谷打造成为一条

健康的绿色骑行大道，把骑行邀请赛打造

成为新安的对外品牌形象赛事，带动乡村

游健康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罗孝
民）4月12日至14日，“二程理学思想当

代价值高峰论坛”在嵩县两程故里举办，

国内50多位儒学专家云集嵩县，研讨二

程理学思想当代价值。

二程理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两程故里位于嵩县田湖镇程村，是

二程理学的发源地，是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近年来，嵩县围绕“旅游+文化”，

着力打造这一旅游名片，先后投资5000

余万元，对两程故里和古民居进行修缮，

对周围街道和民居进行改造提升，建成

了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

论坛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

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等50余名专家、学者。此次论坛集中探

讨了二程天理与公平正义、二程大公思

想的当代意义、二程节制嗜欲与干部修

身、二程民本思想和二程生态文明思想

等。

脱贫县区高考生
仍享受国家专项计划政策

宜阳县

二季度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唐河县

总投资34.5亿9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玉昌
高一聪）4月4日凌晨，一辆满载蜂箱蜂

具的大货车缓缓驶入汝州市焦村镇政府

大院，装满蜂箱的货车才停稳，养蜂户就

有序地把258只蜂箱、1000余件蜂具搬

下车。“可算是等来了，这油菜花开得正

盛，得赶紧把蜂安置好，好让蜜蜂出去采

蜜。”该镇东沟村养蜂户秦祥拉着刚分来

的蜂箱蜂具喜滋滋地说。

73岁的贫困户秦祥是新加入焦村镇

养蜂合作社的成员之一。去年，他通过

参加镇政府组织的养蜂培训，初步掌握

了养蜂技术、春季养蜂注意事项等知识，

养蜂的热情十分高涨。此次和他一样率

先养殖四川德阳优质品种蜜蜂的有来自

焦村镇8个贫困村的86户贫困户和示范

户。

“养蜂投入小、难度小、见效快，是条

脱贫致富的好路子。镇党委、镇政府将

进一步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和宣传力度，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蜂蜜，为养蜂户解除

后顾之忧。每箱蜂包括蜂箱蜂具蜜蜂

1500元，这次由镇里每箱补贴1000元统

一为贫困户购买蜜蜂，就是鼓励大家把这

项产业做大做强，让蜜蜂养殖成为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焦村镇党

委书记薛文信说。

嵩县 儒学专家云集 研讨理学价值

汝州市焦村镇 为贫困户“蜜”谋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