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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南粤某训练场上热浪如

潮。指挥员一声令下，一位嗓音低沉、满

脸坚毅的特战兵跑步入位，随着几声清脆

的枪响，5发子弹全部命中靶位。在他身

后，几个特战队员鼓起掌来：“洋哥文章写

得好，射击也不含糊！”

战友们口中的“洋哥”，是来自商丘市

的杨洋，武警广东省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二

中队指导员。从一名全国优秀大学毕业

生到一名基层单位主官，杨洋付出了很多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2012年，即将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

的杨洋在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录

取通知书时，却作出了报名参军的决定。

做别人不常做的事情，免不了被误

解。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全国优秀大学毕

业生放弃读研到部队当一名普通战士，杨

洋的选择在校园传开后，立即引起广泛议

论，甚至有人质疑其入伍动机。杨洋没有

多作解释，毅然决然地穿上了迷彩服。7

月27日，说起入伍的初衷，杨洋感慨万

千：“我是军人后代，打小就想当兵，当一

名特战兵。”

第一次跑5000米时坚持不到1000

米、单兵战术不及格、实弹射击“剃光头”、

紧急集合拖后腿……刚入伍的杨洋成了

连队里出了名的“老大难”。

拼搏是青春的印记，汗水是最好的洗

礼。战友们徒手进行5000米跑，他就腿

绑沙袋负重跑；动作不标准，一遍不行来

两遍，两遍不行来十遍……新训结业考

核，杨洋的成绩名列前茅，“文秀才”变成

了“武状元”。

两年后，杨洋获得了参加提干考试的

机会，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70分的优异

成绩通过选拔。完成初级警官任职培训

后，杨洋接到了到高原地区驻训的任务。

当他得知部队组织“高原练兵”大比武后，

就再次进入“疯狂”的训练状态，每天在训

练场上千锤百炼、挥汗如雨。最终，杨洋

交出了一份5公里武装越野、器械、战术3

个课目第一名的成绩单。

训练成果咋样，实战最有发言权。杨

洋奉命带领3名战士抓捕一名犯罪嫌疑

人。犯罪嫌疑人系持刀伤人后逃逸，不仅

身材粗壮，而且十分狡猾，多次逃脱抓

捕。面对手持短刀的抓捕对象，杨洋一踹

封喉，将其压制在地。“与穷凶极恶的犯罪

嫌疑人过招，并没有影视剧中的那般精

彩，需要的是一招制敌的硬功。”杨洋言语

间透着几分淡定与自信。

当兵7年来，杨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

近 500篇，荣立二等功一次，多次受嘉

奖。在杨洋的言传身教下，该中队许多战

士成了响当当的尖兵，40多人被评为优

秀士兵，6人立功，5人考入军校。机动支

队特战二中队连续多年被武警广东省总

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让杨洋的脸上增

添了不少皱纹，皮肤也变得粗糙，双手结

满了老茧，看上去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

“军队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

要朝着目标不断奋进，就能谱写出更加绚

丽的青春篇章。”杨洋告诉记者。

7月16日，在楚雄州双柏县妥甸镇罗

少村附近的山坡上，68岁的段东平赶着

63只黑山羊在放牧。

段东平家6口人，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近年来靠养殖云南祥鸿农牧业有限公

司提供的黑山羊，顺利脱贫。“祥鸿农牧来

后，给俺村村民打开了一扇脱贫门，留守

在家的老人、妇女靠到公司打工和从事养

殖，都挣了钱脱了贫。”段东平说。

成立于2012年6月的云南祥鸿农牧

业有限公司就位于罗少村境内的山坡上，

是一家以努比亚黑山羊种羊培育及销售、

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等为主要经营项目的

公司，现存栏努比亚黑山羊2657只，年出

栏8276只，种驴存栏200多头，优质种黄

牛200头。

“双柏县地域辽阔，牧草丰富，公司自

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当地群众提供公司

繁育的优质黑山羊、黄牛发展养殖业的经

营理念。目前，公司的养殖合作社社员已

发展到587户，其中贫困户487户，为促

进当地群众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云南

祥鸿农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世祥说。

祥鸿农牧业按照“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的合作发展模式，由当地农

户特别是贫困户成立合作社，出资购买种

母牛，交由公司进行养殖、繁育、销售。每

年双方进行资本和收益核算，在保证原始

资本的同时双方按当年获得收益各50%

进行分红。合作社每年分到的红利，按户

均分配的方式再分到入社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带动农户487户，其中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391户实现增收。

祥鸿农牧业始终把通过开展产业扶

贫，让农户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早日找

到致富路作为产业扶贫的“着力点”。赠

与式产业扶贫：企业每年向全镇贫困养殖

户免费赠送优质努比亚种公羊10只，并

向养殖户传授努比亚公羊与本地云岭母

羊杂交改良技术，帮助养殖户提升养殖水

平，提高养殖效益。合作式产业扶贫：针

对家无劳动力的贫困户，通过托管养殖的

方式，将牛、羊交由公司养殖、育肥，每年

按赢利分红，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展和持

续增收难的问题。祥鸿农牧业还选择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扶贫贷款资金入股

的形式认领1亩白芨参与企业种植与分

红。

祥鸿农牧业每年固定性用工26人，

季节性用工2万个左右，使当地群众不用

出远门即可获得可观的务工收入；与周边

农户签订秸秆收购合同9080吨，带动农

户127户，占整个罗少村农户总数50%以

上，带动农户增收363万元，户均增收

2.8万余元。

“我在公司里务工，工资每月近3000

元。全家已于2018年12月光荣脱贫，现

在越干越有劲。”负责羊舍管理的罗少村

53岁村民施家亮说。

“我们家种了20多亩玉米，以往靠卖

玉米亩均收入在1000元。自从将带穗玉

米秸秆卖给祥鸿农牧业公司，亩收入达到

了2000元，每年多收入2万多元。”罗少

村43岁农妇韦学芬说。

在做好养殖主业的同时，祥鸿农牧业

有限公司还在林下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的

种植，仅今年就培育了1200万株白芨苗，

以每亩种植1万株白芨算，可覆盖1200

亩林下土地。除了使当地村民获得大量

山地出租、务工收工外，公司也初步形成

了养殖牛羊驴——牛羊驴粪便上地——

产岀玉米秸秆和中药材的循环经济链条。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29日，记者

从省气象台获悉，受厄尔尼诺气候事件

持续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异

常，我省降水偏少。特别是7月以来，我

省持续高温少雨、旱情明显。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全省35℃以上

高温日数平均达10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6天，特别是从7月19日开始，我省出现

今年以来最强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全

省大部分地区连续高温日数达8~10

天，有10站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或突破历

史极值，安阳林州最高气温达41℃。另

外，7月份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4.1毫

米，较常年同期（154.3毫米）偏少71%，

为1961年以来同期次少，全省61%的

站点最长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超过15

天，其中豫北、豫东、豫中、豫南有15个

县（市）连续29天无有效降水，有18站

超过或达到历史同期极值。

为缓解旱情，我省多地气象部门抓

住有利时机，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针对29日下午的天气过程，从29日13

时开始，郑州、平顶山、安阳等地相继开

展了大范围人工增雨作业。据监测数

据显示，29日午后多地出现大雨或暴

雨，13时至16时有5个雨量站降水量超

过50毫米，最大降水点在宝丰县三间房

60.6毫米，郑州市有4个站点超过50毫

米。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对缓解干旱和

防暑降温有利。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我省出现

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本周我省大部地区

仍有35℃~37℃的高温天气。7月29

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应防

范夏玉米花期高温热害，可以采取灌水

降温、人工辅助授粉、叶面喷肥等措施，

减轻高温对夏玉米的危害。

据悉，本周全省降水量接近常年同

期，前期全省仍以高温闷热天气为主，

周中后期高温天气缓解。根据当前墒

情和作物需水状况，预计从现在至8月

4日，豫西西部、豫中北部及豫东、豫南

部分县（市）仍将存在不同程度旱情，个

别站点土壤相对湿度将降至50%以下，

为中到重度干旱；其他大部地区土壤墒

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加强

秋作物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工作，棉

花注意及时整枝、打顶，防止植株旺长，

增加田间通风透光；一季稻可适当增施

穗粒肥；大豆注意中耕除草，抗旱排渍；

密切关注病虫害发展动态，防治结合。

此外，汛期降水易时空分布不均，造

成局地洪涝或阶段性干旱，要注意防

汛、抗旱两手抓，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大

秋作物的墒情管理工作。豫北、豫中及

豫东墒情不足的地区重点防范夏玉米

“卡脖旱”，确保夏玉米正常生长。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7月29日，河

南省第二届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

大比武活动在郑州拉开帷幕，来自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及社会监测机构的

34支综合比赛队伍和26支辐射专项比

赛队伍共248名优秀选手在理论考试与

实际操作中奋勇拼搏。

此次大比武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

委、省妇联、市场监管局六部门共同举

办，参赛范围、比赛项目、荣誉支撑上比

第一届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增加了

社会监测机构的参与和辐射监测项目的

比赛；对获得综合比武和专项比武个人

一等奖的选手，可提前一年申请晋升专

业技术职称；对获得个人一等奖第一名

的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在编正式人员，可

调入省生态环境厅直属事业单位工作。

此次大比武活动将通过理论考试与

实际操作，评选出综合比武个人一等奖

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专项

比武个人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

奖10名。综合比武团体一等奖3名、二

等奖7名、三等奖10名；专项比武团体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同时选拔优秀选手作为河南省代表队成

员，参加全国第二届生态环境监测专业

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政）7月28日是全

球第9个“世界肝炎日”，为响应世界卫

生组织和国家政府“至2030年消除病

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威胁”的号召，河南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组织开展肝病免费

检测、义诊活动。

此次义诊活动以“科学发现肝病，规

范治疗肝病”为主题，于上午7：30在河

南省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医学中心1楼门

诊大厅开始。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此次

筛查活动所有项目全部免费，目的是普

及更多关于肝病的知识，让社会大众了

解肝病、认识肝病，及时发现、尽早治

疗。

感染科主任医师尚佳表示：“乙肝的

恶化过程缓慢且隐蔽，症状不明显，因

此有很多病人前来就医时就已经发展

到了肝硬化的阶段。我们这次义诊的

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肝炎，科学预

防肝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安
堵恒）7月25日，多名工人在鲁山县马楼

乡贾集村附近的天健农业有限公司蔬菜

基地里采摘广东菜心，公司负责人张沛

君、张延辉夫妇在冷库旁指挥着运菜车装

车外运。

“我们是2015年回来创业的，流转的

土地有1500多亩，常年安排60余人务

工，带动贾集、尧场两个村脱贫。”张延辉

自豪地介绍，他们公司不仅被评为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于近日成功入选全

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众创业）示范项目。

此次和天健农业有限公司一起入选

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众创业）示范项

目的企业，鲁山县共有12家，入选数量位

居平顶山市第一。该县人社局负责人介

绍，通过加大扶持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激

发创业活力，鲁山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

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势头，有力助推了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该县认真落实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下乡创业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普惠性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10万元以

内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积极帮助这些创

业人员申报省市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创

业孵化基地）和返乡创业示范项目。强

化基层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在每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社保所设置一个农民

工返乡创业服务窗口，落实一名专职工

作人员，配齐一套就业创业公共信息系

统，建好一本辖区返乡创业统计台账，每

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情况进行一次统

计。

该县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企业既有

劳动密集型企业，又有科技创新型企业，

安排就业能力强，发展后劲十足。创业人

员创办的金盛美连锁超市安排1000余人

就业。该县瓦屋镇上竹园寺村大学生雷

德华开发的蒲公英茶叶在茶叶领域独树

一帜，产品远销上海等地。

鲁山县人社局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9年6月底，全县返乡创业人员达2.8

万余人，创办各类经营实体2.7万余个，

获评省、市级返乡创业示范项目（园区）

76家，带动就业26.15万余人，其中贫困

群众1.3万余人。今年7月，该县被省政

府授予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先进县称

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杨明马晓冲）7月27日下午，天

气闷热。在固始县徐集乡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文塔村新型社区，从花集村搬

来的贫困户姜瑞礼一家3口人，坐在宽敞、

明亮的安置房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原来家里的老房子实在没法住，一到

下雨，光床上就得放6个盆接水。现在住

在政府建的新房子里，再也不担心屋漏雨

了。”姜瑞礼向记者娓娓道来。

文塔社区安置点是徐集乡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之一。易地搬迁工作开始以后，

徐集乡党委、乡政府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从集约节约用地、便利贫困户生产生活等

方面考虑，在全乡确定3个安置点。如今，

各安置点水、电、路、网络通信、有线电视全

通，还建有管理房、文化广场，配有管理员、

水电工、保洁员，卫生室、超市、幼儿园、中

小学校近在咫尺，搬迁户如同生活在城市

小区里。

徐集乡把搬迁入住作为贫困户美好生

活的新开端，认真对搬迁户进行入户调

查，进一步摸清每个贫困户的产业和就业

底子，有针对性地制定后续帮扶措施，确

保家家有收入，户户稳脱贫，真正实现“搬

来新气象，搬出新命运”。

党的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贫困户的内

生动力，他们各尽其能，明争暗比，千方百

计寻找就业、增收门路。堰沟村付营组贫

困户杨家贵，全家6口人，原来住房极其破

旧。在村党支部帮助下，他边利用责任田

搞稻田养虾，边发挥自己会房屋装璜的特

长，每月纯收入达到1万多元。

目前，徐集乡73个易地搬迁户中，有

42人在扶贫车间上班，年收入1万至3万

元；光伏发电受益28人，投身特色产业

145人，个人就业49人，后续帮扶工作有

声有色。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刘长英）7月26日，安阳市“农业电商现

场观摩暨全市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

内黄县举行，来自全市70余家信誉好的

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

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参加

活动，现场达成意向销售协议21项，其

中正式签约9家，签约农产品17710吨，

签约金额9334万元。

“本次活动涵盖了现场体验观摩、农

产品展示、平台推介、业务洽谈、现场签

约等环节，搭建了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建立了农产品长效合作机制，拉近了电

商平台与农户的距离，将对扩大安阳农

产品市场影响、拓宽区域农产品销售渠

道——助力精准脱贫、加快乡村振兴产

生积极影响。”安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朱

丽英说。

7月26日，博

爱县许良镇吕店村

年近七旬的竹编艺

人张金万、沈玉兰

夫妇在庭院中编织

鸟笼子。竹编手工

艺在当地已有100

多年历史，张金万

从事竹编也有 40

多年。老两口在家

中从事着这项传统

的手工艺，既能把

这项手艺传承下

去，每月还能挣到

3000多元。本报

记者杨远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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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柏县 养殖业“孕育”出脱贫增收路
□本报记者丁需学宋广军

全国“三农”媒体云南楚雄行

杨洋文武双全特战兵
□本报记者孙欣 李躬亿/文 褚桂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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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鲁山县 2.8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

防范夏玉米“卡脖旱”

我省气象部门实施人工增雨

我省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大比武”

省人民医院开展肝病义诊

安阳举办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现场签约金额9334万元

固始县徐集乡
易地搬迁
“搬出”美好新生活

“颜值”与“内涵”齐飞

◀上接第一版
中坪村是西峡县生态文明两相宜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西峡县坚持“创

文”与“提质”共融、“里子”与“面子”并

重、“颜值”与“内涵”齐飞，于2017年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后创成全

国重点镇、全国特色小镇、全国美丽宜

居示范镇、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全国

美丽休闲乡村各1个，全国文明村镇5

个，省级美丽乡村试点12个，全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5个，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两

个。

周华锋表示，今后，西峡县将持续

加快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全

面优化生产、生活环境，推动城市建设

不断提质，为建设“显山露水、大气舒

朗、绿洁畅美、流光溢彩”的美丽新山城

注入更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