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董希
峰）3月17日，在唐河县源潭镇党坡

村，一架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来回

盘旋，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了50多亩小

麦病虫害防治。

“早些天防控疫情，工人不好找，

打药又不能扎堆，我那2000亩小麦急

着施肥、除草。现在好了，用无人机心

里踏实多了。”看到几架植保无人机1

天就轻松完成了作业，源潭镇振群家

庭农场负责人乔振群高兴地说。

据了解，唐河县成立了由200余

架无人机组成的“飞防特种作战队”，

充分利用无人机喷药高效、低成本优

势，全面开展小麦统防统治。“与人工

防治相比，植保无人机每小时能打药

50亩左右，既减少了人员密集接触，

又提高了小麦春管效果。”唐河县新

创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甲庚

说，“像这样的作业模式，基本上全县

各个家庭农场都在采用。”

连日来，该县充分利用乡村大喇

叭、微信等平台，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治

知识宣传，通过一个微信、一条广播、

一条视频，就能让“飞防特种作战队”

飞入田间地头开展上门服务作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3月20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脱贫攻坚挂牌督战重点

县汝阳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武国定先后到汝阳县汝香源食用

菌扶贫项目、汝南移民安置点、二郎村

蚕桑种植扶贫产业基地、瑞晨养鸡扶贫

项目、康普餐饮加工配送项目和红薯农

业产业园，详细了解贫困劳动力就业、

扶贫项目复工复产、扶贫产业发展等情

况，并召开由市、县、乡、村干部参加的

座谈会，实地开展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武国定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挂牌督战县要提升政治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凝心

聚力战，啃下硬骨头。要精准施策，紧

盯剩余贫困户、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

“三类户”，摸清情况，分类施策，帮扶到

人，高质量完成脱贫目标。要用好政策，

研究用好上级出台的财政、金融、土地、

兜底保障等政策，千方百计增加贫困群

众收入。要确保质量，要真脱贫、脱真

贫，提高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坚决克服数

字脱贫、算账脱贫，在下半年开展的脱贫

攻坚普查中，努力交出满意答卷，确保决

胜脱贫攻坚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推进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3月20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为了做好即将到来

的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祭扫工

作，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

清明节，我省强化分区分级差异化防

控，疫情期间，殡葬服务机构在保障遗

体接运、火化和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

务以外，原则上暂停跨市接运遗体和开

展守灵、告别，暂停举办集体公祭、骨灰

树葬、花葬等人群聚集活动。

《通知》提出，疫情防控风险较高的

地区，可暂缓开放殡葬服务机构祭扫服

务；同时要求暂停祭扫服务的地区，要

尽可能提供网络祭扫、代祭服务、敬献

鲜花、挂黄丝带和寄心语卡等简约文明

的替代性服务。

《通知》要求，各地要利用传统主流

媒体和网络新媒体，采取公告、倡议书、

公益短信等形式，及时广泛、科学规范发

布信息，推行家庭追思、网络祭扫、书写

寄语、敬献鲜花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积

极引导全省城乡居民取消或者延期开展

祭扫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

用，加强殡葬管理法规政策宣传，倡导尊

重生命、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杜福建

3月11日，记者来到桐柏县吴城镇陈

留店村采访时，看到这样一幕：一位高挑

的女志愿者，头戴志愿者红帽，身着志愿

者红上衣，戴着蓝色口罩，手拉一台移动

式大音箱走过来，音箱里正播放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知识。在场的村民告诉记

者：“这个‘志愿者’就是村党支部书记邓

克峰，乡亲们爱喊她的绰号‘黑妮儿’。”

村民的话多少让记者感到诧异。平

日见到的村支书，大都是年纪稍长、衣着

“本地化”的干部，而眼前这位身着志愿服

的年轻女性，倒是很难让人把她和村支书

联系在一起。

“克峰爱穿志愿者服装，长年走村串

户为民奔波，‘白妮儿’晒成了‘黑妮儿’，

但村里的年轻人都称她是‘最美书记’。

她身上那股劲儿啊让人佩服，她是真正

的共产党员，就连县委领导都夸赞她

呢！”提起邓克峰，吴城镇党委书记张长

鸽赞不绝口。

她是村口的守护者

今年春节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

峻，陈留店村在进村要道上设有疫情防控

居民劝导卡点，村干部不分昼夜轮流在卡

点值班，作为村支书的邓克峰身先士卒冲

锋在前，坚守一线。村委班子成员考虑到

她是女同志，夜宿卡点多有不便，都劝她

不要在夜间值守，邓克峰坚决不同意，不

管是寒风呼啸还是雨雪纷飞，都挡不住

“黑妮儿”值班的步伐。

“昨天夜里11点多回来，今天凌晨3

点又去接人。去接人的次数多了，火车站

附近负责防疫的同志都认识我了。”邓克峰

笑呵呵地说。3月11日，又一批村民从外

地回来，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村里要把这

些村民从火车站出口直接接回来。这个工

作需要熬夜，还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作为

村支书的邓克峰主动请缨，自己单独驾车

去接人，主动扛起最辛苦最危险的任务。

“穿上志愿者服装非常‘显眼’，往那

儿一站，归来的村民第一眼便看到了我，

知道是家里来人了，心里顿时踏实了！”邓

克峰开心地说。

她是百姓的贴心人

无论白天与夜晚，邓克峰的手机24

小时处于开机状态，只要村民有需要，她

都会立即到位。

2018年8月的一个夜晚，暴雨如注，

洪水暴发。邓克峰忙于巡视村里危房，慌

不择路摔了一跤，脚上的凉鞋也摔坏了，赤

脚往返走了4公里，脚底磨出了很多血泡；

2019年春节期间，附近山林着火，邓克峰

身先士卒冲进火海灭火，她身上的“志愿

服”成了一种标志，大家在她的带领下奋力

扑火，成功扑灭火灾；2019年1月11日晚

上，村里一位老人不小心掉进了水井里，随

时有生命危险，邓克峰立即赶到现场，协助

消防队人员很快救出了老人。

“村干部是万能的，这不是玩笑话，而

是一种要求。”邓克峰经常对村“两委”班

子成员提到这句话。

2020年3月7日，邓克峰在村里巡查

时，注意到因为疫情影响，很多村民长时

间没能理发，她就把家里的理发工具找出

来，热心为村民们义务理发，仅3月7日、

8日两天，邓克峰就为30多个村民提供理

发服务。村民们开心地说，“黑妮儿”的理

发水平，与专业理发师不相上下哩！

“咱们国家有许多志愿者，他们致力

于免费、无偿地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

量，与他们相比，我做得还很不够。其实

党员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者’。

群众哪里需要，我们就要随时出现在哪

里！”邓克峰朴素的话语，却道出了共产党

人的初心与使命。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 23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3月25日夜间至

28日，全省将先后出现降雨和大风降

温天气过程。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此

次较强冷空气过程降温幅度大，农民朋

友应注意防范低温对已进入花期果树

造成的伤害，同时关注大风对设施农

业的影响。

根据预报，25日夜里至27日，全省

有小雨，南部、西南部有中雨，部分地区

大雨，全省大部地区累积降水量2毫米

～10毫米，南部、西南部10毫米～25毫

米(南部局部50毫米左右)。27日和28

日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11℃～

15℃，较前期下降8℃～10℃，部分地区

降温幅度可达12℃左右。28日凌晨最

低气温较低，西部和西北部山区降至

0℃～2℃，达到寒潮标准。

气象专家分析，此次冷空气过程，

先降雨后降温，对我省冬小麦生产影响

有限，且降水可有效改善土壤墒情，利

于冬小麦春季生长，同时还可改善空气

质量、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但北部

和西部山区果树已进入和即将进入花

期的地区，应注意防范低温对花期造成

的伤害。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要及时做好冬

小麦田间管理，过程结束后缺肥田块应

适当补肥，土壤偏湿地块应尽快排湿降

渍，做好小麦病虫害动态监测与综合防

治工作。果树和设施生产提前做好防

冻防风准备，已进入花期的地区可采取

提前灌溉或喷洒防冻剂等措施，应及时

检修加固温棚设施。

本报讯 近日，在沈丘县卞路口乡霍

楼村蔬菜大棚里，几名妇女正忙着施肥、

除草、摘菜。“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地里的活不能耽误，把眼前的菜侍弄好，

今年才不愁吃喝。”村民尹素英说。

今年 64 岁的尹素英于 2017 年脱

贫，去年，在该县纪委开展的“点对点”精

准帮扶活动中，她把土地流转出去，应聘

到霍楼村集体蔬菜种植基地务工，干一

天收入40元，再加上土地租金，年收入

远超贫困线。“挣钱顾家两不误，种什么、

销到哪，都交给合作社。”尹素英说，疫情

紧的那阵子，大家都“宅”在家中，没有了

薪金收入，更担心种植基地的收成，害怕

再返贫，“前不久，基地在当地纪委督导

下复工了，出门前先测量体温，干活不扎

堆，人与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防疫生

产两不误。”

霍楼村集体蔬菜种植基地是沈丘县

“产业精准扶贫基地”之一，共流转土地

100余亩，已建成160个蔬菜大棚。在当

地纪检监察机关引导下，村民通过土地

流转、资金入股、基地就业等多种形式参

与到合作社运营中，“租金+薪金+分红”

使许多脱贫户收入上涨，生活有了很大

改善。（黄海涛魏晓琳）

本报讯（记者杨青）在3月23日举

行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三十九场新闻发布会上，河南万邦国际

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保全

对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在稳价保供方

面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如何更好发

挥作用进行了介绍。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万邦快速

响应，号召商户提前复工保供，鼓励商

户联系货源、储备物资。”李保全说。为

了稳定市场和民心，万邦市场向社会承

诺，不加价、不断供、不停运，集团1000

余名员工、7000余名商户、8000余名搬

运工人始终坚守保供一线，保障市民百

姓“菜篮子”“饭桌子”,保障了郑州

90%、全省80%的蔬菜供应，并辐射至

各市以及周边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份。

针对小区封闭、市民出行受限的情

况，万邦利用自营物流，线上下单、集中

直采、统一配送，将市场新鲜果蔬零利

润直接配送到小区，降低了感染风险。

疫情中的保供战斗催生了万邦集团新

的业务模式，目前，万邦团配已服务小

区300多个、约2万户家庭，惠及10万

市民。

目前，河南万邦集团正在全力推

进农产品分拣配送项目落地，所有环

节中均不加价，致力于打造“零利润供

应平台”“做百姓市民的搬运工”，将价

格优、品质好的产品快捷配送给广大

餐饮企业、生鲜超市以及企事业单位，

解决所有B端客户采购难、分拣配送

成本高的问题。项目建成后，由于没

有了中间销售环节加价，预计可降低

分拣配送成本约30%，让终端消费得

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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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引黄灌区开始引水灌溉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目前全国各

地春灌工作正从南到北全面展开，冬麦区的

华北、黄淮海平原157处大型灌区已经开始

春灌。

记者23日从水利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

17个省区市157处大型灌区开始春灌，当前春

灌重点是冬麦区，主要在华北、黄淮海平原地

区，这些地区的河北和山西、山东、河南、陕西、

甘肃等省份的引黄大中型灌区已开始引水灌

溉。截至目前累计灌溉农田4500多万亩，引

水量58亿立方米，其中沿黄灌区累计灌溉农

田2300多万亩，引水量22亿立方米。

春耕春灌，用水用电。随着春灌工作渐

次展开，刚刚完成新一轮改造升级的农村电

网保障紧紧跟上。进入春耕春灌以来，国网

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成立了“春耕保电突

击队”，采取“上门、跟踪、超前、应急”等服务

形式，积极开展专项排查工作，特别是加强对

“家庭农场”这一农业发展新模式的服务，检

查用电设施安全、了解客户用电需求、开辟

“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电话咨询与技术支

持，确保春耕春灌用电万无一失。

疫情下，她是村口的守护者；平日里，她是百姓的贴心人；致富路上，她是群众的引路人；发展路上，她是改革的冲锋者；乡村振
兴实践中，她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风风火火是她的状态，实实在在是她的风格，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是她始终的坚守

由来巾帼甘心受 何必将军是丈夫
——记桐柏县吴城镇陈留店村党支部书记邓克峰

唐河利用无人机开展小麦统防统治

麦田上空有支“飞防特战队”

万邦集团推进农产品分拣配送项目落地

预计可降低分拣配送成本约30%
沈丘抢抓农时开展春耕

扶贫基地劳作忙

武国定到汝阳县挂牌督战脱贫攻坚时指出

挂牌督战县要凝心聚力战

清明期间不搞聚集活动
倡导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大风降温天气来袭

果树和设施农业要严防“倒春寒”

春耕春管正当时春耕春管正当时

3月23日，我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代表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一起，共同栽下贴

有“随豫而安”标牌的桂花树。当日，包括李兰娟院士在内的21支医疗队的代表，共同栽下了一片

“感恩林”。“桂树”寓意“贵人”，以此见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各地医疗队结下的深厚友谊。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随“豫”而安

3月23日，光山县仙居乡

张湾村青春合作社社员正在用

旋耕机进行稻田深耕，为接下来

的插秧做准备。 谢万柏摄

稻田深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