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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话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5月13日，宝丰县李庄乡南牛村85

岁的牛梦松老人给豫民帮忙打来电话，说

他十年前种植的40亩1000多棵核桃树

一直不怎么结果，想通过豫民帮忙找专家

咨询咨询怎么回事。

接电话后，记者驱车来到南牛村南的

龙山北麓半山腰处牛梦松老人历经二十

多年打造的林场，看到满目绿色，树木郁

郁葱葱，非常壮观。

老人介绍，这片林地共750亩，栽植

各种树木8万多棵，是他1995年承包此

片荒山后陆续种下的，有槐树、柏树、油

桐、核桃、桃树等树种，其中树龄最长的已

达20多年，最粗的直径有十来厘米。为

绿化这片荒山，他拿出全部开砖场的积

蓄，在山上盖了几间石棉瓦房和3间水泥

平房，带领几个儿子在山上奋战多年，在

石头荒草间栽下一棵棵树苗，并精心管

护。因生态树无法产生直接效益，十年

前，他又带领子女们乃至孙子们在山上植

下40亩1000多棵核桃树和少量桃树。

“原期望核桃树产果后能卖一些钱，

让孩子们日子好过一些，谁知道一直就不

怎么结果。到后来，孩子们再也不愿在山

上待下去，纷纷选择了到南方打工。”牛梦

松说，几个孩子的全家都搬去了南方生

活，每年到过春节时才回来几天。他在山

上住了十九年，直到2014年因年岁大了

跑不动才搬下山独自生活。

在核桃树园，记者看到大多数核桃树

已长至六七厘米粗细，枝繁叶茂，只是结果

很少。

“再长长，果就陆续落了，到成熟时已

剩不了几个果子。”牛梦松老人说，他种的

核桃树是在某县城的集市上买的，说是品

种核桃树。发现核桃树不怎么结果后，他

也咨询了一些果树专家，也按照专家的指

点做了，但仍是不怎么结果。

“儿子们很孝顺，让我去南方我不去，

知道我爱看报，给我订了七八种报纸。从河

南日报农村版上看到了豫民帮忙栏目，就给

你们打了电话。”牛梦松老人对记者说。

4月26日，清丰县六塔乡兴

建菌业种植基地300万棒白背黑

木耳喜获丰收，效益可达700余

万元。清丰县通过政策推动、企

业带动、科技驱动等举措，推动

食用菌种植多样化、集约化、高

效化发展，帮助贫困户实现了本

地就业增收、脱贫致富。本报记

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世冰摄

我叫王运明，今年 64 岁，全家 3 口

人，是社旗县桥头镇陶庄村九组2013年

确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早些年在村子里帮助乡亲们修个拉

锁、补个车子胎，是村子里有名“拦杂”

的。婚后，我们生下一独生女，虽说日子

过得不太富裕，但也能凑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妻

子患重病至今20多年卧床不起，女儿在

十来岁的时候也患重病不能成为正常劳

动力，一家三口人两个病号，让我一下子

变得沉默寡言、忧心忡忡。

2013年，党的扶贫政策犹如一股和

煦春风吹进我的心窝，通过自己申请，我

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别是县卫

健委驻村工作队进入我村后，工作队队

长焦海翔、第一书记夏云占第一次到我

家走访时，看到我家4间老式瓦房和1间

露着天的小厨房，而且屋中间还有一个

坑；家中照明靠蜡烛，仅有的家当就是一

辆破自行车和一辆20世纪70年代的架

子车；床上不仅躺着两个病人，而且也没

有一床像样的被子。我房子西边是一个

污水坑，南边是一条深沟，东边是一处低

洼空场，一遇下雨天我的家外边一片汪

洋。一到夏天，蚊蝇“嗡嗡”叫，屋内外异

味呛鼻，晚上睡觉都睡不成。

耳闻目睹这一切，村里将我作为重

点精准扶贫对象。在县人大代表、桥头

镇镇长姚勇带领下，在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密切配合下，开始一步一步地对

我进行帮扶。

帮扶责任人侯德新从县城自费给我

买了一个橱柜、一张饭桌、4把小椅。工

作队两次顶风雪、冒严寒，给我送来两床

带大红“喜”字的新被子，连续两个春节

前又送来了油、米、面和对联。工作队帮

我进行危房改造，接了电装了灯，对屋里

屋外进行了硬化；给妻子和女儿办理了

慢性病卡，申请了残疾人无障碍补助和

低保户；在整村推进建设中，把我房子西

边坑塘进行治理，建成了周围用木栅围

起来的小鱼塘，南边深沟用土填平，东边

也给予改造；又给我安排了公益岗位，动

员我参加益农合作社和企业带贫活动，

等等。

第一书记夏云占，县人大代表、村支

部书记相先玉等领导，经常到我家问寒

问暖，向我宣传党的扶贫政策，鼓励我树

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帮我梳理发展思路

等。工作队给我办的好事太多了，一句

两句真是说不完。

去年，我买了“新电器”，院内喂上了

“脱贫鹅”，鱼塘里养起了“致富鱼”，责任

田里种上了“丰收果”。如今，我坐在屋

里，扳着手指头算一年的收入真让我做

梦也没敢想：仅2018年两个残疾双向补

贴收入2880元，3人低保户收入7200元，

一人公益岗位收入6000元，一人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960元等政策性收入；参

加合作社入股分红1000元，参加子铭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带贫受赠2000

元等，还有5亩多地以及打零工收入，全

年全家纯收入 19826.2 元，人均纯收入

6609元。

想想过去，泪眼婆娑；看看现在，兴高

采烈。还是我们3口人，可我的家“变”

了，生活条件“变”了，幸福指数“变”了，我

的心更“变”了，自己的脸庞也“变”了。

面对这一切改变，千言万语也无法

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谢，我只想说：是党

的扶贫政策给我带来了恩惠和红利，改

变了我的生活。今后，一切行动听党指

挥，用实际行动感谢党对我的帮助。

这个职业，像外卖小哥一样，被人们

称为“骑士”，在人社部发布的15个新职

业名单中，也能看见它的名字，它就是植

保无人机驾驶员，平日里人们更愿意称呼

他们“飞防英雄”。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

下这个职业。

高薪职业是真是假？

关于植保无人机驾驶员，网络上流传

着很多高收入传说，是个有面子又有票子

的职业。其实这个传说还真不是谣言，在

销售旺季，农业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月入可

以达到十万元。

城里的外卖骑手想赚钱，拼的是接单

量，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想赚钱，考虑的是

单亩价格和作业面积。田地面积越大，驾

驶员的利润也越多。但并不是每个月都

如此。无人机植保市场具有明显的淡旺

季之分，农忙时节，驾驶员连睡会儿觉都

觉得奢侈，但农闲的时候却连一单生意都

找不到。

职业辛苦

这份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

单，从事这一行业，必须付出辛苦的劳动。

由于农村地区面积广阔，农村植保无

人机驾驶员每天都要开着车，拉着工具往

返于各个村庄，每次操作无人机，还要站

在烈日下，而且给大田喷药并没有那么简

单，作业前需要提前去田里踩点，给农田

装上定位装置，之后要在田里做演示，以

免作业过程中出现问题。实际操作的那

天，驾驶员天不亮就得起床。

驾驶证怎么考？

想要成为一名无人机驾驶员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情。植保无人机驾驶员不同

于纯粹的无人机爱好者，他们要靠操作无

人机完成特定作业任务。由于从事的具体

业务不同，职业定位、技能要求也有天壤之

别。建议最好考取驾驶证（AOPA证）。

驾驶证报考条件为年满16周岁；五

年内无犯罪记录；矫正视力1.0以上，无色

盲、色弱，无传染性疾病，肢体无残疾；能

正确读、听、说、写汉语，无影响双向无线

电对话的口音和口吃。

目前无人机分为三种：多旋翼、单旋

翼、固定翼。AOPA无人机驾驶证亦分为

三种：驾驶员证（视距内驾驶员）、机长证

（超视距驾驶员）、教员证。

1.驾驶员又名视距内驾驶员，只能在

肉眼可视范围内操控无人机；机长又名超

视距驾驶员，可在肉眼可视范围外操控无

人机；教员是比机长高一层级，具有培训

驾驶员及机长的资格。

2.机长和驾驶员的最大不同在于在

作业情况下驾驶员必须在机长的指导下

进行，驾驶员不能单独作业。另外在考试

当中，驾驶员只需要掌握GPS模式飞行

就可以了，机长还得学习姿态模式飞行，

多考一门地面站设置，对飞行要求技术较

高。无人机教员主要是培训教学教法，侧

重于以后的实际教学应用。

3.单旋翼机长可以驾驶单旋翼和多

旋翼两种机型，但多旋翼机长只能驾驶多

旋翼，不能驾驶单旋翼。固定翼多为军

用、巡线等，相对旋翼类无人机普及度较

低。

我国拥有18亿亩基本农田，每年需

要大量的农业植保作业。这使得植保无

人机行业的发展逐步进入加速模式。据

了解，2018年我国植保无人机市场保有

量突破3万架，飞防总作业面积突破3亿

亩次，植保无人机驾驶员需求巨大而数量

缺乏。如果你愿意在年轻的时候拼搏一

下，不妨来试试这一行业。（晨晨）

有困难？打帮忙热线吧！
优质农产品咋找销路？生活中

遇到困难咋解决？有啥最新民生举

措、农业政策？不管您遇到什么生产

生活难题，都可以告诉豫民帮忙，我

们帮您排忧解难。

“豫民帮忙”版每周三见报，为广

大农民朋友解决实际问题是我们的

宗旨。欢迎大家拨打帮忙热线0371-

65795707与我们联

络。

扫描二维码，

关注豫民帮忙公众

号，获取更多资讯！

本报编辑部

帮您咨询
宝丰县李庄乡南牛村牛梦松

种植核桃不结果 八旬老人很无奈
□本报记者丁需学

高薪职业并非传说

植保无人机驾驶员你愿意干吗？

清丰县
白背黑木耳
获丰收

好政策带来好日子
□王运明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

稳中有涨。

粮油价格略有上行，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9%，桶装食

用油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0.12%。其

中小包装大米上涨0.18%；调和油、菜籽

油、大豆油分别上涨 0.21、0.19、0.16。

目前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购销平稳，

预计后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略有调整，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下跌0.15%。其中精

瘦肉、鲜猪肉分别下跌0.25%、0.04%。

节后猪肉市场需求略有回落，加之气温

升高对猪肉需求形成一定抑制，预计后

期猪肉价格将呈震荡调整态势。

禽蛋价格双双上涨，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上涨1.54%；白条鸡

零售均价较前一周价格上涨0.06%。受

猪肉价格影响，禽蛋的消费替代作用增

强，价格小幅上涨。从整体情况来看，目

前禽蛋市场仍然是消费淡季，预计后期

禽蛋价格涨幅有限。

蔬菜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蔬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3.0%。受气温升

高影响，蔬菜生长周期缩短，本地菜上市

量增加，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回落。

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

产品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2.11%，海

水鱼中的大带鱼上涨4.17%。预计后期

水产品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果

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上涨2.15%。其中葡

萄、苹果分别上涨11.74%、4.55%；西瓜、

梨、香蕉分别下跌6.3%、4.31%、0.22%。

预计后期水果价格或将止涨回落。

蔬菜水果价格将逐步回落
□本报记者杨青

5月14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社员在稻田捕获小龙虾。该县依托水

资源丰富优势，引导农民发展稻虾共作，目前,全县稻虾共作面积达到10.2万亩, 共有合

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等470余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稻虾共作,带动1500余户

贫困户自主发展稻虾共作脱贫致富，实现8700多名村民通过稻田养殖小龙虾走上了致

富路。谢万柏摄

福彩公益金，为儿童撑起一片天
——公益回访活动走进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5月9日，河南福彩“福彩圆梦 善行中原”公益回访

活动来到郑州市儿童福利院，为孩子送去爱心物品，进

一步帮助孩子们成长。河南省福彩中心第一党支部、第

二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参加了此次活动。

爱心捐赠，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
现场，收到河南福彩捐赠的爱心物品后，该福利院

副院长李文利不断表达谢意，感谢爱心单位的善举，让

孩子们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随后，在李文利的带领

下，大家了解福利院的情况，并与孩子们互动。在资料

展览区，一幅幅图片讲述着福利院的发展历程，在党和

政府的支持下，在福彩公益金的帮助下，不断救助儿童，

成为行业标杆；在教室里，手工、美术等课程正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看到活动的随行人员后，孩子们热情地打招

呼、互动；在康复区，针对孩子的不同情况，进行专业的

康复治疗……

“无论是生活、教育、寄养还是康复等，每项工作都

严格按照要求，比如收养环节，需要对家庭进行层层考

核，然后才能确定是否通过。”李文利说，目前在园儿童

有800多人，患不同程度残疾的儿童占到98%。同时，

在爱心人士以及河南福彩等爱心单位的支持下，他们的

工作不仅要付出爱心，更要时刻担起责任。

助力公益，福彩公益金释放大能量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

河南福彩的工作也都围绕发行宗旨开展，所筹集的公益

金也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方方面面，释放出大能量。

每年该福利院都会使用到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

福利院基础设施建设，儿童养育、教育、医疗、康复等方

面，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刘重阳就是众多孩子

中的一员，入院后健康成长，如今已15岁，是艺术团成

员，正在学习川剧变脸，平时心怀感恩，经常为福利院修

剪花草、打扫卫生。“将来还会帮助他成家，过上正常的

生活。”李文利说。

据了解，郑州市福利院自成立初就得到了福彩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前后两期建设使用的资金中，福彩公

益金占了70%以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弃婴

孤儿收养安置中心、残疾儿童康教中心、家庭寄养服务

中心、社区家庭指导中心等“六个中心”。先后获得民政

部脑瘫康复训练示范基地、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

位、省一级优等福利机构等荣誉，是目前郑州市唯一一

所集家庭养育、康复、安置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儿童福

利机构。

（张琛星）

鹤壁彩民10元投注中得双色球一等奖689万元
2019 年 4 月 30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049期开奖，当期开出红球号码为03、10、13、22 、

23、28，蓝球号码为15。全国共开出一等奖9注，河南

两注，单注奖金额655万元。

5月10日上午，鹤壁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携妻子

现身省福彩中心，兑走了其中的一注双色球大奖，中奖

金额共计689万元。李先生这一注双色球大奖采取的

投注方式是复式6+5，投注金额10元，中得一等奖1注、

二等奖4注。

据悉，李先生是福彩的老彩民，购彩已有十几年，每

期双色球都要自己选号打几注，既能娱乐，又有中大奖

的希望，还为公益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五一’

假期和妻子去外地游玩，开奖后在反复核对中奖信息才

确定自己真的中大奖了，这个‘五一’假期过得真是幸福

满满！”李先生说。 （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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