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黎
明 李霞）11月16日，焦作市汤金明麦

草工艺研发有限公司20周年庆典在孟

州市会昌街道西街村举行。

汤金明是西街村农民，上世纪90

年代末，一次偶然机会，他见到了一幅

宋代的麦草画，这幅制作工艺非常简单

的画给了他很大启发，他萌生了用麦草

作画的念头，从此开始潜心研究麦草画

制作工艺。虽然麦草在农村随处可见，

但要用来作画却并非易事。为找到适

合作画的麦草，汤金明踏遍河南、山东、

河北、安徽数省，最后在河南和安徽交

界处找到了合适的麦草。

1999年11月，以汤金明的名字命

名的金明麦草工艺画应运而生。20年

来，汤金明带领自己的团队，利用现代

工艺技术，把国画、刺绣、剪纸、浮雕等

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巧妙融入麦草画，通

过熏、蒸、烫、漂、剪、刻、编、绘等十几道

特殊工序，开发出山水、人物、花鸟、宗

教、动物及历史名画等六大系列、200

多种题材、上千个品种的麦草画。

为确保产品质量，20年里，从构思

到创作，汤金明几乎对每件作品都“一

肩挑”。他还带出了2000多名麦草画

制作熟练工人，很多聋哑人和贫困户在

他的带动下实现了自身价值。

一根根不起眼的麦草，经汤金明这

么一“折腾”，摇身变成一个个或妙趣横

生或清新雅致的工艺品，以其不菲的身

价荣登人民大会堂、清华大学、央视栏

目组等地。

汤金明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自

己钟爱的麦草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中国手工

艺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等头衔

是人们对他的最高褒奖，他的作品也被

誉为“华夏一绝”“稀世佳作”“国之瑰

宝”。2018年，金明麦草工艺画更名为

焦作市汤金明麦草工艺研发有限公司，

迎来更好的发展期。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翁应峰）11月15日，2019年森

林城市建设座谈会在信阳召开，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宣读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批准决定，我省信阳市、安阳市和

河北省唐山市等28个城市被全国绿化委

员会、国家林草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至此，我省省辖市国家森林城市数量

达到16个，在全国位居前列。

森林城市建设开展15年来，全国已

有387个城市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19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森林城市创建活动，

11个省份开展了森林城市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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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卞
端峰）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以来，原阳县委统战部、县

工商联以“全力助推、帮扶非公经济

企业做大做强”为目标，为非公经济

企业解难题、破瓶颈。

原阳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通过

实地查看各非公企业党支部主题教育

工作开展、党员队伍建设、支部阵地建

设和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等情况，了解

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情况，召开座

谈会，做到主题教育同企业中心工作

两不误、两促进。组织非公企业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非公党建专题

党课，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坚定理想信

念，听党话、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董勇 徐铭）11月12日，

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学堂岗村村

民许后金看着新修的水泥路，感慨地

说：“现在，这个路修好了，方便了我们

出行。”

学堂岗村党支部书记刘传斌介

绍说，这条路路面毁坏非常严重，沿

路涉及2000多名群众。乡村收集了

群众反映的问题，向区交通运输局进

行了意见反馈。区交通运输局立即

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设计，在很短时

间内进行了施工。

浉河区开展“清旧账、晒清单”活

动，将农村公路短板作为硬骨头来

啃。浉河区交通运输局农路所负责人

祁国富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局针对群众出行

难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财政很

紧张的情况下，拿出5200余万元，对

全区62个项目共126公里道路进行

了硬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项珠 何风云）11月19日，平顶山市

新华区东果店村党支部书记庞彦景

感慨地说：“你看现在用水多方便，打

开水龙头随时都有水。以前是分时

分段供水，平均三天供一次，每次来

水，各家各户都得大盆小盆地储水，

非常不方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新华区坚持听民意察民情，

聚焦群众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扎实整

改。就北部矿区安全饮水问题，该区

成立领导小组，按照“分类实施、分级

实施、规范实施、同步推进”的原则，摸

清辖区31个建制村群众用水现状，具

体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住建局

等建设单位做好工程规划设计、预算、

现场查勘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该

区共投入620万元，对辖区8个建制

村、6个自然村实施安全饮水工程，使

饮水管网入村入户，帮助辖区1.16万

村民解决饮水难问题。

11月20日，温县温泉街道办事处西南王村村民在农家书屋阅读图书。近年来，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该县陆续在各行政村建起了262个农

家书屋，倾力打造“书香温县”。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
卫）11月19日，汝南县板店乡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了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党建观摩活动，各

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对

全乡14个村逐村进行了观摩。

每到一村，村党支部书记都首先

详细汇报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在“学、查、改、做”四

个方面工作开展情况、亮点工作及经

验做法。观摩组成员进行实地查看，

重点了解各村主题教育、“两委”班子

队伍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三会一课”

等制度落实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开

展情况。观摩中，各支部之间互相学

习借鉴，交流经验做法，查问题、找短

板，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赵少
辉 张帆）蚯蚓可以养殖？养蚯蚓能挣钱

脱贫？11月18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濮

阳县梁庄镇马楼村，只见一片庄稼地异常

空旷，远远看去，像是施了重肥的田垄上

还未出苗，在周边高耸树林的映衬下尤显

突兀，走近一看，原来另有“玄机”：拳头粗

的胶皮管铺在牛粪滋养的土壤中，覆盖了

全部田垄，仔细瞧，发现管子上有密密麻

麻的小孔。“这是我村蚯蚓特色养殖基地，

这一垄垄纵向排列的土埂是我们铺设的

牛粪，牛粪里边全是蚯蚓活体，喷水是为

了增加湿度，为蚯蚓提供合适的生长环

境。经过前期的试验，已经初见效益，第

一茬每亩收入就有1500元左右，相当于

老百姓平常种粮食每亩地一年的收入，

还能吸纳村里一部分劳动力来务工增

收。”濮阳县医保局派驻马楼村第一书记

丁涛说。

今年6月份，丁涛被委派到马楼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入村后，他便从指导村庄

经济发展、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入手，马

不停蹄地投身到驻村帮扶工作中。马楼

村群众仅靠种植大田作物和外出务工，收

入较低且不稳定，苦于没有合适的就业渠

道和发展思路，丁涛便在网上查找项目，

多次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群众

外出考察学习，发现蚯蚓养殖项目具有投

入少、长期收益、周期短、效益高的优势，

是一个快速见效的产业项目。

说干就干。丁涛召开村“两委”会议、党

员大会、群众代表会研究探讨，决定由村干部

带头、贫困户参与，发展蚯蚓特色养殖项目，

作为村民脱贫致富的突破点。马楼村投资

近50万元，建成了23亩的蚯蚓养殖基地，从

前期考察到铺床完毕仅用了2个月时间。

目前，该项目还在试验阶段，有8户

村民入股，其中2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另有4户贫困户以务工的形式参与，还吸

纳了村里一些闲散劳动力务工，出蚯蚓

时，一天最多用工30余人。从8月23日

铺床完毕，到10月 15日出售第一茬蚯

蚓，不到两个月就获益3万余元，扶贫、带

贫效应明显。

据马楼村党支部书记李明丹介绍，村

里的蚯蚓养殖基地一年可出蚯蚓9茬～10

茬，根据目前的行情，一亩地每年可稳赚

1.5万元，可以说是一次投资、长期受益。

蚯蚓的用途非常广，可以做生猛海鲜和家

禽的饲料，也可以用于保健品、化妆品、医

药等领域；蚯蚓粪是最好的有机肥，可以

作为蔬菜、果树、花卉、粮食等作物的肥

料，根本不愁销路。马楼村干部群众对该

项目都充满了信心。

丁涛说，脱贫致富、加快乡村振兴，没

有产业不行，农民还得在土地里做文章。

下一步，村里打算成立蚯蚓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让更多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加入进

来，不断扩大规模，把这项产业做大做

强。明年，马楼村蚯蚓养殖项目将扩展到

1000亩，并探索适宜的套种模式，扩大效

益，形成产业链，打造成新型农业产业化

基地，带动全村及周边乡村一起干，共同

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黄业波
陆曦）盲人当选村干部？带着这个疑

问，11月15日，记者赶赴睢县蓼堤镇刘

寨村，见到了该村村委会委员韩胜彪。

1971年出生的韩胜彪两岁时由于

高烧延误治疗，导致双目失明，自幼便精

通河南坠子、大鼓书和花鼓等，14岁便到

郑州演出，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民间艺

人。16岁时，他带领10余人的演出团

队，先后到山西太原和北京等地演出。

2000年，韩胜彪经人介绍认识了

妻子张桂英，婚后，两人在北京以卖艺

为生，打拼了10年之久。他们现在已

经有3个孩子，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韩胜彪 2013 年被医院查出心肌

炎，便回到村里休养。康复后，他决定

不再外出，留在村里。

在农村，种地是老百姓的“铁饭碗”，

但是仅靠种植小麦和玉米收益很低。当

时镇里发展辣椒种植，提供育苗和技术，

韩胜彪便在自己家的3亩地里种上了辣

椒，又流转土地110余亩种辣椒、红薯和

核桃。同时，他作为村内的司法调解员，

能公平、公正地处理邻里矛盾，让村民信

服，在群众中威望很高。

2014年，他以坚忍不拔和乐善好

施的品质，赢得了村民的认同和尊重，

被推选为刘寨村村委会委员。

2018年，韩胜彪注册了一个占地

面积70余亩的家庭农场。他立志要带

领群众一起搞种植、一起谋致富路。“我

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想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带动村民一块干。”韩胜彪说。

11月20日，民权县褚庙乡财政所干部在火龙果种植大棚向种植户张方圆（中）讲解

涉农资金扶持政策。该火龙果种植大棚占地10余亩，是返乡创业带头人张方圆投资20

多万元创办的，已带动5户村民脱贫致富。周长桥薛寒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20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我省2020年普通高等学

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考生信

息采集报名启动，具有我省中等职业学校

学籍且全日制在学籍所在学校就读的

2020年应届毕业生，拟参加2020年对口

招生考试的，均须按要求进行信息采集。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11月 19日，

“2019年列子文化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展

暨中国·郑州·列子文化周”在郑州中大门

国际购物公园开幕。

列子是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著名

的道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为今郑州市管城区圃田乡人。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侯博丁
新举）“张庆卫买苹果的时候不压级压

价，装苹果的时候认认真真，苹果上车，

客商付钱。”11月14日上午，虞城县镇

里堌乡汪厂村正在卖苹果的果农王宝

福告诉记者。

张庆卫今年55岁，是汪厂村村民，

20多年前在外地打工让他结识了许多

瓜果经营商贩。后来他回到家乡做起

了农产品经纪人，忙于家乡的红富士苹

果等农产品销售。

张庆卫的客户有20多户，主要是安

徽砀山、淮北，山东济宁、兖州等地的瓜

果商贩，他们的供销关系相当稳定。

跟随张庆卫包装、装运苹果的工人

有六七十个人，都是汪厂村和周边村庄

的村民。

淮北的瓜果经销商程军已经和张

庆卫建立了19年的经销关系，采访中

他说道：“跟着张庆卫买苹果，这么多年

里从来没有和果农吵闹过，农民高兴卖

苹果，我高兴地付钱给农民，整个过程

很顺利。”

在张庆卫的不停忙碌之下，附近

村里每年约有300万斤苹果销往全国

各地。

汪厂村党支部书记王进学告诉记

者：“张庆卫的销售团队为我们立下了

汗马功劳。下一步，村里将帮他开个淘

宝店，通过电商销售本地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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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马楼村

养蚯蚓帮贫困户赚大钱
原阳县

非公企业增添“红色动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

矿区群众饮水不再难

睢县韩胜彪 盲人当上村干部

郑州举办列子文化周

通许县

举办“乡村干部大论坛”

我省2020年
高校对口招生启动

虞城张庆卫 跑出苹果大市场

汝南县板店乡

观摩党建促工作

◀上接第一版
“三治”促振兴。完善基层民主自治，

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把村级重

要事务纳入“四议两公开”决策范围，探索

推行“村民说事”制度，通过“说”“议”“办”

“评”四个环节有效实施，真正让农民自己

“说事、议事、主事”。并深入贯彻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大力推广新时代“枫桥经

验”，规范建设18个乡（镇）综治中心，推

进平安乡村建设。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

范村”创建和“法律进乡村”活动，实施农

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培育一批以村

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

人”，评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典型个人32

人、示范户206户。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开展普法宣讲活动50余次，法律知识竞

赛56场，组织18个法官、检察官、警官、法

律服务官“四官”服务队开展入村走访活

动200余次。另外，以德治建设为支撑，

强力实施“1566”工程，引领乡村文明新风

尚。建成11个乡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84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健全

村级“一约四会”组织，规范完善村规民

约，完善工作机制，实现390个行政村（社

区）全覆盖。

“抓不好党建，一切都是零！我们结

合洛宁实际，立足县情乡情，通过抓基层、

抓支部、抓典型，进一步推进党建项目化、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通过‘三化’建设，达

到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夯实乡村治

理这个根基，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

效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洛

宁县委书记张献宇如是说。

“三个三”引领
基层创新治理

本报讯 近日，通许县举办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乡村干

部大论坛”，全县304个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等参加了论坛。

在“乡村干部大论坛”中，乡村干

部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

一主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从基层党

组织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

析短板谈感悟，大家都收获颇丰。

“我们通过举办‘乡村干部大论

坛’，激励乡村两级干部能干善讲、担

当作为，形成‘会上交流发言，会后上

门取经’的浓厚基层工作氛围，建立互

帮互助的新途径，使乡村干部真正有

所学、有所感、有所悟、有所行，不辜负

党组织和群众的重托，在基层舞台上

大显身手，再立新功。”通许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祖鹏说。（宋越恒邓欣）

温县 村村飘书香

信阳市浉河区

破解群众出行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