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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街

道谢庄村香菇园内大棚林立，10余名村

民正忙碌有序地将一筐筐烘干的香菇分

拣过磅，再用保鲜膜包裹严实，然后统一

封箱装车。“这些干香菇经过市场监督管

理、海关等部门多重质检把关后，将销往

欧美等地。”香菇园负责人赵江南说。

1990年5月出生的赵江南，是土生

土长的谢庄村民，他从事香菇种植还不

到四年时间，就靠着勤奋和执着，成了

当地有名的香菇种植“土专家”。

赵江南2008年中专毕业后一直在

深圳打工。2016年春节，赵江南回老家

过年时，发现父亲愁眉苦脸，原来父亲

年初与别人合伙种植了两棚香菇，但香

菇刚一露头，菌棒就开始腐烂，直接损

失了6万余元。

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赵江南决定

留在家里摸索技术，种香菇。他查阅了

大量书籍，请教了区农业部门的专家，

走访了周边的10余个香菇种植大户，弄

清了菌棒病变的原因主要在于气温过

高或消毒不到位，还学到了很多预防病

变的办法。

春节还没过完，赵江南就走进香菇

棚，把所有的老菌棒全部运到野外掩

埋，又对大棚里里外外进行了全面深翻

消杀。他还利用高压蒸汽为新菌棒灭

菌，每天对进出大棚的员工从头到脚全

方位消毒。

赵江南还在大棚里安装了雾化喷

淋装置，只要温度超过26℃，就立即启

动喷淋装置，为大棚物理降温。气温最

高的一段时间，赵江南甚至在大棚里利

用大功率排气扇增加空气流通。

当年，他种植的香菇获得丰产，但

看着自家和其他种植户大棚中大小不

一、厚薄不匀的香菇，赵江南陷入沉思。

“要种就种出高品质的香菇。”赵江

南知道，很多技能的掌握离不开实践，

于是2017年春节刚过，他就赶到浙江丽

水，以打工仔的身份到香菇种植基地学

技术。一年一晃而过，赵江南不仅掌握

了大量香菇种植经验，还结交了不少香

菇种植能手和经销商。

2018年春节，赵江南回到家乡，在

村北流转了20余亩土地，建了30余个

大棚。为保证香菇的品质，赵江南严格

按照有机香菇的种植标准购买原材料、

肥料和菌种。肥料添加精确到克，菌棒

注水严控天数、时段，遇到疑难问题，及

时打电话向行家请教。当年，赵江南种

植的香菇个个体圆齐整、菌伞肥厚，引

来周边不少同行学习取经。

2018年9月，在朋友的引荐下，赵江

南带了一大袋香菇参加在杭州市举办的

农产品博览会，被一家外贸公司选中。

该公司负责人来到他的香菇园，通过实

地考察，与赵江南签订了供货协议，要求

赵江南严格按现有模式种植，每年供应

不少于5000公斤新鲜干香菇。仅2019

年，赵江南的香菇园就向外贸公司供应

干香菇8000余公斤，加上本地市场销

售，他的香菇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2020年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以下简

称“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考试时间

为7月7日至8日。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7月 7

日，语文9:00至11:30；数学15:00至

17:00。7月8日，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9:00至11:30；外语15:00至17:00。

湖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控

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

的意见，商教育部同意后及时向社会

发布。

教育部
2020年3月31日

3月29日，雪后的栾川

老君山银装素裹，宛如仙

境。28日起，大片的雪花便

在漫山丛林间飞舞，老君山

顶迎来了玉树银花，不少游

客登山欣赏这三月的春天雪

景。本报记者陈更生摄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标题新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的讲话》

本报讯（记者田明）上周末较强

寒潮过程，对我省已进入花期果树和

设施农业有较大不利影响。3月30

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目

前我省大部地区冬小麦处于拔节孕穗

期，根据预报，本周有较明显冷空气影

响我省，建议有条件的地区提前进行

一次灌溉，以预防低温对冬小麦的影

响。

据悉，本周我省降水量较常年同

期略偏少，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根据当前墒情和作物需水状况，

预计从现在至4月 5日，豫北、豫中

的个别县（市）土壤墒情不足，为轻

度干旱；其他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

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各地要及

时防治病虫害，加强冬小麦统防统治

工作，严防重大病虫害扩散蔓延。

平顶山“90后”小伙儿赵江南

四年“修”成专家 香菇卖到欧美
编者按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

年轻人投身其间，广阔田野也给了
年轻人更多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机
会。平顶山市湛河区的赵江南勤
学习、善思考、敢实践，四年时间，从
门外汉变成了颇有经验的香菇种
植专家，还抓住机会拿到了出口订
单。在中原大地，在河南乡村，“80
后”“90后”甚至“00后”，许许多多
年轻人正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自
己精彩的人生，绽放青春最美的花！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长

三月桃花雪
仙境老君山

春耕春管正当时春耕春管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刘煜
焜）近期，鹿邑农商银行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牢记服务“三农”己任，畅通

金融服务渠道，该行工作人员到田间地

头走访调查、问需求、送服务，为春耕农

业生产提供坚强的金融保障。

为克服疫情防控期间出行不便的困

难，该行有效依托自身渠道广、地缘熟的优

势，在合理统筹对外营业的同时，大力引导

客户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助农金融服

务站点、自助设备等金融服务渠道，尽量

减少与客户的线下接触，全力保障辖内居

民基础金融服务需要。转变贷款营销方

式，充分利用“金燕惠贷”大数据平台，及

时响应客户需求，确保农业生产资金优先

发放，农业生产项目资金优先安排，特色

农业项目资金优先满足，为春耕生产开辟

绿色通道，满足春耕生产的资金需求。

同时，在满足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

等方面融资需求的同时，强化主动服务意

识，主动对接春耕备耕工作。了解辖内农

资经营、储备、物流等实体资金需求，建立

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贷效率，

确保春耕信贷资金及时到位，不误农时。

关于2020年全国高考
时间安排的公告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国残

联、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31日在京召

开2020年助推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

作电视电话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

2019年年底，全国719.3万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中，674.1万已经脱贫，比例超

过93%。

据介绍，到2019年年底，江苏等8

个省份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数量已清

零，还有10个省份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数量已降至1万以下。同时，贫困残疾

人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约2776

元增长到2019年的约8726元，收入结

构也不断优化。

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

表示，中国残联已制定具体的工作方

案，将对贫困残疾人数量仍在3万以上

的6个省开展蹲点督导，推动问题解

决。同时，各级残联将配合民政、扶贫

等部门，加紧落实好残疾人“两项补

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

障政策，通过兜底补短实现脱贫。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在会

上介绍，根据建档立卡数据，到2019年

年底尚有47.9万残疾人未脱贫，脱贫攻

坚任务艰巨。下一步，要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目标全面排查解决存在的问

题，巩固脱贫成果，做好收官之年各项

工作。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表示，到2019

年年底全国已有626.3万残疾人纳入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贫困残疾人基本生活

和照护服务条件也得到改善。接下来，

将从完善兜底保障制度体系、构建多元

化服务体系和增加康复产品和服务供给

等方面入手，做好贫困残疾人脱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31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四十四场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全省高三年级4月7日统

一返校复学，我省中招考试也将考虑相

应推迟，具体考试时间待研究确定后，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省教育厅总督学李金川表示，教

育系统工作专班审慎制定了我省各级

各类学校返校复学方案，已经省委省

政府同意，并报教育部备案。总体安

排是：全省高三年级4月7日统一返校

复学；中小学校（含市县所属中职学

校）其他年级和幼儿园的返校复学工

作由省辖市统筹安排，且不早于4月

13日，原则上初三年级省辖市域内统一

开学时间。

中招考试也将相应推迟。省教育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毛杰表示，鉴于高

考推迟进行，我省中招考试也将考虑相

应推迟，具体考试时间待研究确定后，

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此外，关于疫情耽误的时间弥补，

返校复学后，原则上按照中学安排4

周左右、小学安排3周左右时间开展

教学衔接。由此占用的正常课程时

间，可以通过调整周末或占用一定暑

假时间进行弥补，小学不需要占用周

末。具体调整计划由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研究确定，并及时报省教育厅备

案。同时，要开展差异化辅导，对因特

殊情况仍不能返校上课的学生、因线

上教学条件保障有困难的学生、防疫

一线人员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以

及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家庭困难

学生，要“一人一策一表”，落实针对性

学习辅导和关爱帮扶措施，确保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近日，记者从叶县有关部门了解到，

该县串起南部4个山区乡镇的扶贫道路

已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叶县支行审批

贷款8.83亿元，其中首笔投放的3.5亿

元资金已于3月31日到账。这标志着

该县在完成脱贫摘帽后，将接续推进全

面脱贫和乡村振兴。

为优化南部山区路网结构，推动辛

店、保安、夏李、常村4个山区乡镇文化

旅游和产业发展，该县规划了全长90余

公里的扶贫道路，项目总投资11.04亿

元，这对推动4个南部乡镇发展意义重

大。3月24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叶县

支行与承担方中新交投公司签订了8.83

亿元的贷款合同，3月31日首笔投放3.5

亿元。

叶县是省级贫困县，扶贫开发重点

乡镇11个、贫困村123个，经过持续攻

坚，2019年5月9日，叶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同时成功创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县、全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

范县，村级集体经济联村共建扶贫模式

入选全省十大农业产业扶贫模式，经验

在全国推广。

叶县围绕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防止返贫、防新致贫的“一保两

防”目标，紧盯“完成剩余减贫任务、补

齐政策落实短板、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

贫、总结宣传脱贫攻坚成果、探索建立

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等重点任务，

明确今年21项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确保

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村全部出列。

到2019年年底全国已有
674.1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脱贫

全省高三年级4月7日开学
其他年级和幼儿园不早于4月13日

农发行叶县支行8.83亿元资金

补道路短板 助乡村振兴

近期低温影响我省
小麦生产注意防范

鹿邑农商银行 强化金融服务 支持春耕生产

3 月 28日，宁陵县柳河镇

桃阳关村村民正在给桃树松土

除草。近期，该县有序推进春

季农业生产，田间地头一片繁忙

景象。 吕忠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