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殷淑娟）“如何发掘

鲜活、生动的基层新闻？”“新媒体写作

怎么吸引粉丝关注？”“新闻摄影怎样构

图？”上周，河南日报农村版“新闻实战

集训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

处正式开班，为期两天的新闻培训课程

让近80名社区通讯员受益匪浅。

当前，基层通讯员如何适应新媒体时

代的新要求，打开基层新闻宣传工作新局

面，成为广大基层单位宣传工作的难点和

痛点。为此，本报特别打造出“新闻实战

集训营”的培训模式。杜岭街道“两委”一

直重视提升社区宣传工作，为了提高社区

通讯员队伍的新闻写作水平，主动邀请首

期“新闻实战集训营”在杜岭街道办开班。

在为期两天的新闻培训中，3名实

战经验丰富、屡获国内新闻大奖的专家

型新闻记者，为学员们传授了新闻摄

影、新媒体写作与编辑、新闻素材发掘

与写作等方面的心得与技巧。整个培

训过程中，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认真

聆听记笔记，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报“新闻实战集训营”不仅注重传

授实战经验，更注重新闻实操训练。专

家授课后，杜岭街道办的学员们还要围

绕本社区工作进行新闻创作。随后集

训营讲师将在点评课上进行实战点评，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刊发。

“新闻实战集训营”的学员们在专心致志听讲。实习生袁媛摄

本报讯 近日，通许县切实加大信

访事项化解力度，积极搭建群众顺心

桥，带着感情和责任为群众化心结、办

实事，做到群众“心事双解”。

据了解，通许县信访部门跳出信访

看信访，改变对信访问题的认识，在

“精、准、细”上下功夫，积极走近群众，

深入了解群众所想，切实化解群众心

理积怨，促使群众“心事双解”、停访息

诉。（董保民）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李亚超）

6月3日，平舆县郭楼镇凯丰农业种植合

作社的千亩麦田里，一台打捆机正张开

“大嘴”将满地麦秸吃进腹中，然后吐出

一个个滚圆的大“寿司”，整整齐齐地码

放在田间。机手告诉记者：“一台机器

24小时不停作业的话，一天能收捡800

亩地的秸秆。”

凯丰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说，往年

一到麦收就犯愁，不知这么多麦秸秆往哪

儿处理？今年通过镇政府牵线搭桥，与禾

普家居产业园实现了合作，所有秸秆由禾

普家居负责清运，不但大大降低了合作社

的机收成本，还可以迅速播种白芝麻。

位于平舆县工业园区的禾普家居产

业园区内数辆卡车将一捆捆600斤重的

麦秸“寿司”卸下，经过切草、运输、锤碎、

分选、施胶等全自动化生产工序，秸秆转

眼就变成为了一块高密度绿色生态板

材。企业负责人牛胜利说，每1.18吨农

作物秸秆能生产1立方米板材，可直接

减少碳排放量1.349吨，相当于减少砍

伐1.2立方米的树木。

“这些板材都是以农作物秸秆为原

材料，用不含甲醛的MDI胶粘合，采用

国家专利技术加工而成。产品获得了美

国加州CARB-P2、日本JASF、欧洲绿

色之星等多项认证。”牛胜利说，“随着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吞吐秸秆的数量

可达10万吨以上，能处理全县近七分之

一的秸秆。”

政府搭桥，企业合作，对秸秆实施综

合利用，是该县“三夏”秸秆禁烧的新举

措。将秸秆变废为宝，降低机收成本，使

农民在“三夏”禁烧工作中实现由“偷着

烧”到“不愿烧”的转变。

“通过这些废弃秸秆的加工利用，公

司的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以上，实现利税

5000多万元。随着生态秸秆板的技术突

破，禾普家居已成为国内多家高端家居生

产制造企业基材供应商，平舆县秸秆从田

间到工厂，再走进寻常百姓家，将一二三

产业紧紧连在了一起，走出了一条绿色循

环发展的新路子。”牛胜利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志
丹）6月4日，在冢头镇花园村花花牛养

殖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秸秆的运输车正

在依次排队卸车。王寨村村民姬国贤一

边忙活一边笑着说：“一亩地的秸秆可以

卖200多元。种了半辈子庄稼，没有想

到小麦秸秆也能赚钱了。现在就是让群

众烧，群众还不舍得呢！”

花花牛养殖场负责人李国彬介绍，

每头奶牛每年要消耗7600至15000斤

秸秆。周边村的秸秆根本不够那些奶牛

“消化”，每年还需接收长桥、王集、白庙、

堂街等8个乡镇的小麦秸秆。昔日堆没

地方堆、放没地方放的秸秆，在养殖场是

“香饽饽”，收购价达500元每吨。

目前，冢头镇花花牛养殖场有奶牛

2600多头。乳源牧业龙头企业对秸秆

的利用，不仅减轻了人畜争粮的矛盾，增

加了养殖场的经济效益，还能利用大量

秸秆实现过腹还田，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丰收。

冢头镇在发展畜牧业破解秸秆难题

的基础上，还积极推行秸秆还田，倡导秸

秆肥料化利用，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堆

沤还田等综合利用技术，提高秸秆综合

利用率，从根本上解决了秸秆废弃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阳）南乐县59万亩小麦迎来丰收季。6

月 3日，县城昌州路东段的一块麦田

里，两台收割机同时进行小麦机收作

业，不同的是一台收割机在麦田里安静

前进，另一台收割机却是扬尘滚滚。原

来这是南乐县正在进行的小麦收割机

降尘试验，市县领导和专家、农机手一

同见证了装有降尘设备的小麦收割机

带来的“神奇之处”。

据了解，该设备由星光农机（河南）

有限公司负责研发，在保留降尘水桶、压

力泵、喷雾头的情况下，在前后侧增加了

两块降尘围挡布，增加了两个喷雾头，改

进后的设备降尘量增加30%。

南乐县委、县政府历来重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当作头等民生大事来抓。

为做好农机作业扬尘治理，县委书记刘

冰、县长曹拥军多次召开座谈会，研究解

决办法，筹措资金 180 万元，为全县

1200台小麦收割机免费安装降尘设备。

“以前每到麦收季节，收割机一过

去，到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产生的颗粒

物污染空气不说，对人体健康影响也是

很大的，现在好了，安装降尘设备后，再

也不用担心小麦收割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污染了。”在梁村乡作业的农机手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闫磊）王荣先是民权县花园乡朱庄村网

格员，6月4日上午8时，她来到所分包

的朱庄村田间地头，一边和村支部书记

朱保国宣传秸秆禁烧要求，一边将田间

网格员工作情况上报给上一级网格

员。当日中午13：10，王荣先在朱庄村

二组地头吃过一桶泡面后，继续在田间

巡逻。

花园乡党委、乡政府紧紧抓住当前

“三夏”生产这一中心工作，组织全乡百

余名乡、村干部深入村组，走在田间、干

在田间、守在田间、吃在田间，帮扶群众

在一线，管理指导在现场，务实服务“三

夏”生产。

该乡把有关“三夏”生产、抗旱防汛、

消防安全和秸秆禁烧等政策精神统一录

制成音频资料，组织10台宣传车在乡野

田间巡回播放，同时先后发放禁烧通告3

万份，做到政策宣传接地气，跟踪动员到

群众，夯实工作基础。乡党政班子成员

牵头包片，机关人员分组行动，深入生产

一线，了解群众需求，协调联系收割机

械，帮助困难群众抢收抢种。把全乡3

万多亩农作物划定不同区域，实行乡班

子成员包村，驻村干部、工作组成员和村

干部包片，小组长包组和包农户，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化禁烧格

局。

该乡党委书记张玉栋说，“三夏”期

间，全乡17个村在防火站点配备了灭火

器、扫帚、铁锹等工具，严格将防火措施

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猷
李小亚）6月2日，记者来到漯河市郾城

区龙城镇的田间地头，只见收割机在麦

田穿梭，没有滚滚尘土袭面，更没有秸秆

焚烧的黑烟，有的只是扑鼻而来的麦香。

今年，郾城区农机推广服务中心通过

推进“绿色+装备”“绿色+技术”“绿色+服

务”助推实现绿色“三夏”，致力防污、控

污、抑尘、降尘。针对小麦机收作业扬尘

污染，该中心采取在秸秆出口处安装雾森

系统等措施来抑制尘土飞扬，并召开农机

合作社座谈会，引导农机手在收割机排杂

口加装扬尘抑制袋，控制尘土、麦糠飘散，

有效利用机械性能降尘减尘。

郾城区充分运用农机政策杠杆，着

重推广秸秆捡拾打捆机，做到应补尽补，

加大秸秆粉碎还田及综合利用力度；加

强田间作业科学指导，以玉米贴茬免耕

精量播种、化肥测深施为技术推广重点，

做到人随机走，全方位进行现场指导，推

进绿色农机化种植模式不断创新，力争

成熟一亩，收获一亩，播种一亩，加快收

种衔接效率，清除焚烧隐患，全力打造绿

色“三夏”。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4日，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全省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情况。2018年以来，全省法

院共受理环境资源一审案件9679件，

审结8491件，其中环境资源刑事一审

案件2526件、民事一审案件3961件，

行政一审诉讼案3112件，环境公益诉

讼案80件。在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中，70件由检察机关提起，10件由公

益组织提起。

据介绍，2018年，全省法院依法严

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环境资源民事权益，依法监督

支持行政机关打击破坏生态和污染环

境的违法行为，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

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

全省法院还注重生态环境的修复，

将补种复绿等补救行为纳入对被告人的

量刑情节，加大环境修复内容的执行力

度，随时跟踪检查，确保裁判得到落实。

本报讯（记者田明）省招办日前特

别提醒考生及家长，所谓能直接或通过

网络、手机短信等形式提供考题和答案

的，均为诈骗行为，切莫轻信上当。

一些不法分子和中介组织利用考生

求学心切和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打着

种种幌子进行招生诈骗活动，其主要伎

俩有：冒充高校招生人员，或者谎称自己

是院校招生代理，与学校领导和招办人

员有“特殊关系”，标榜或暗示可帮人上

大学；故意混淆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

络教育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区别，蒙骗考

生；声称“低分高录”，有办法让不够一本

的考生进一本院校；炮制所谓“小计划”

“外省指标”“内部指标”；以“定向招生”

“自主招生”“单招”诱骗。考生及家长要

高度警惕，切莫轻信，一旦发现可疑情

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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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 废秸秆成就亿元大产业

漯河市郾城区

绿色农机战“三夏”

郏县冢头镇

秸秆卖给养殖场
每亩增收200元

省招办提醒谨防高考诈骗行为

通许县“心事双解”破难题

河南日报农村版
“新闻实战集训营”开班了！

来自来自““三夏三夏””一线的报道一线的报道

全省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9679件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上接第一版

“夏忙不算忙，麦忙累断肠。”58岁的

农民秦小凤回想起从前麦收的场面，苦和

累涌上心头。秦小凤说，要收麦了，天大

的事都得往后放一放，全家每天早上4点

下地一直干到天黑，连收割带播种得一个

来月。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

动力大量转移，“60后”农民逐渐老去，农

村面临“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

90后不提种地、00后从未下过地”的问

题。通过大规模“机器换人”，我国农业不

仅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大大提

升了生产效率。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

国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

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

导的新阶段。

二十多年来，中国小麦主产区完成了

全程机械化的历史性跨越。从南到北，农

机手利用“农时差”，创造出“跨区联合作

业”模式，开辟出巨大的农机服务市场。

传统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要历经

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

环节，现在基本所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

替代。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尚庄

村党支部书记尚水旺算过一笔账，如果8

个小时计“一个工”，二十年前，收6亩麦

子得投入百十个工，现在只要十二三个

工。同时，小麦亩产却从过去的300多公

斤提高到500公斤以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477.21公斤，

比2007年的382.54公斤增加了近95公斤。

未来的“种粮人”长啥样？

于培康是河南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他掰着手指头算账：“与农民

传统的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化托

管，平均一亩地一季种植成本能减少100

元，粮食亩产能提高近50公斤。投入更

低、产出更高，粮食质量还有保障。”

从十年前开始流转土地种植粮食，到

现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托管服务，给农民

打工、为种粮服务，于培康的合作社托管

土地已经覆盖了周边4个乡镇的60多个

行政村，面积超过2.5万亩，预计到今年底

能达到5万亩。

此外，一些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

为现代“新农人”。河南省郸城县“90后”年

轻人左明飞，与22个回乡创业大学生组建

“大学生创业联盟”，主攻农业现代化种植。

于培康和左明飞这样的“新农人”和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正成为从事和服务

粮食生产的主体。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

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说，到今年4月

底，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0.7万

家，成立联合社1万多家，辐射带动全国

近一半的农户，为成员提供农资供应、农

机作业、技术信息等统一服务的合作社占

比达到53%。

小麦专家郭天财说，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要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培育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规模化、

集约化、机械化道路是未来中国农业的

方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将进一步

提升。

民权县花园乡

百名乡村干部田间服务“三夏”生产

南乐县

为1200台收割机免费安装降尘设备

“根深叶茂，枝密干虬，雨雪又还琼

露。日月精雕，默许满天情愫。握风

云、傲立苍茫处……”看似平常的诗句，

反映出了泌阳县春水镇春水村的残疾

诗人王庆春三十多年自强不息的真实

人生。

王庆春出生于1964年，自幼喜欢书

法，从几岁开始就练习书法。当时，由

于家中兄弟姐妹较多，一家人生活很不

富裕，父母省吃俭用，攒下钱给他买来

笔和砚台。为了省钱，父母找来废弃的

报纸让他练习，他慢慢痴迷上了书法中

的古体诗词。

高中毕业回家务农的王庆春依然

没有放弃对古诗词创作的热爱。1986

年，他考入河南大学函授班学习。刚入

学没多久，他却突然患了强直性脊柱

炎，一下由一个翩翩青年学子变成了一

名重度残障人。

“我不能倒下，父母、妻子、两个孩子

需要我，虽然我双腿残疾，但我还有一

双健全的双手，只要靠自己的辛勤劳

动，就一定能走向人生的辉煌。”王庆春

暗暗鼓励自己。

王庆春白天去干农活，晚上在小油

灯下通宵达旦搞创作。2012年二次手

术中，他强忍着伤口疼痛，以写诗来排

遣心中愁绪，用笔来鼓励自己的坚强意

志，抒写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抒写风云

星月。2015年初，又一场大手术后，他

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事前未写完

的一首诗在手机上写完。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这种坚韧

不拔的意志，三十多年来，王庆春先后

在《诗刊》《诗海选粹》《翰林诗社》等刊

物上发表古体诗词近3000多首，先后

被《三壶阁》诗刊聘为主编，被《翰林诗

社》诗刊聘为顾问，还被聘为《诗海选

粹》一书的责任编委等职务。

今年3月30日，市残联理事长张银

良带领泌阳县残联负责人，一大早来到

王庆春家中，给他送来了笔记本电脑一

台、拐杖一副和《雷锋》杂志等，鼓励他

用电脑记录下残疾人美好的生活，弘扬

正能量，实现自己的梦想。

“身体残疾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梦

想、无所事事，只要肯努力上进，就一定

会在电脑上敲下一行行鼓舞人心的诗

句，为党和政府而歌，为时代而书写，为

残疾人的春天高声放歌。”王庆春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杨春丽

泌阳残障农民王庆春

用诗歌颂新时代

太康县司法局组织190多名干部职工成立30支夏收帮扶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抢收小麦，并向群众宣讲秸秆综合利用知

识。图为6月3日上午，司法局工作人员在帮助农民收麦。本报记者巴富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