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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强肖喜锋

日前，在上蔡县小岳寺乡苗青专业种

植合作社的芦笋田地里，笋农正热火朝天

地使用芦笋采摘专用设备采摘新鲜的芦

笋，一捆捆鲜翠欲滴的芦笋排列成行。笋

农用三轮车将新采摘的芦笋运到合作社，

随后进行分类、称重、包装……

“多亏了干部帮我联系销路，解决了

芦笋难卖的问题，不然今年的春耕生产资

金就没有着落。”攥着一大把钞票，贫困户

王光辉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小岳寺乡苗青专业种植合作社是上

蔡县首批芦笋种植基地之一，芦笋种植面

积达到1800多亩，覆盖全乡16个行政

村，帮扶贫困户283户，是该乡脱贫致富

的重要产业。

有了好收成，还要有好收入。由于

受疫情影响，原与该乡对接收购芦笋的

公司迟迟未有音讯，而眼下正是芦笋的

高产季节，每天近千斤左右的产量，新鲜

芦笋卖不出去，很容易滞销。面对困境，

笋农担心找不到买家会影响收入，依靠

种植芦笋脱贫致富的贫困户们更是心急

如焚。

为此，小岳寺乡多方协调，发挥消费

扶贫的作用，为芦笋销售“找出路”，为贫

困群众“谋富路”。县生态环境分局是该

乡帮扶单位，针对芦笋销售难问题，多次

召开工作会议，探寻产品销售渠道，帮助

合作社制作宣传单，并通过微信公众号

等网络方式，宣传推介芦笋，定期购买该

乡芦笋。县妇联会不仅率先消费扶贫

支持该乡芦笋销售，还通过其单位平台

等多方渠道为该乡芦笋销售出谋划策，

给予较大的支持和帮助。华录集团是

该乡长期以来帮扶单位，知悉笋农的困

难后，当即购买400斤芦笋，并表示会

通过消费扶贫、联系销售渠道等方式支

持该乡芦笋产业。驻村工作队还不断发

挥工作队各人自身人际资源，在县城及

各乡镇开展宣传，联系购买方，助力消费

扶贫。乡政府在城区及该乡的大型超市

设立扶贫蔬菜销售专区，这些蔬菜通过

“绿色通道”直接变现。此外，全乡干部

职工人人参与、人人购买，向微信群、朋

友圈、亲朋好友推荐产品，拓宽了销售渠

道。

在乡党委、乡政府的引领带动下，在

各帮扶单位的出谋划策下，该乡芦笋打开

了销路，贫困群众实现了增收，消费扶贫

的成效显现出来。一批批芦笋销进了各

单位的机关食堂，上了市民的餐桌。

当下，正是新鲜芦笋采摘上市的旺

季，合作社接受预订，上蔡县城送货上

门！预订可保证当天采摘，新鲜！预订时

请注明时间、地点、数量和电话。

采购地址：小岳寺乡苗青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购电话：13938395128，联系
人：龚海龙。

3月25日，清丰县六塔乡土什方村莴笋种植基地里，种植户王洪柱正在采摘新鲜的莴笋，发往西安、北京等城市。

今年，六塔乡出台扶持政策、加强技术指导、大力推广发展，把莴笋产业发展成富民产业、支柱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经济基础。 本报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刘志洋唐涛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马俊
歌）3月21日，宝丰县大营镇白石坡村，

2000多棵楸树、栾树、桃树等树种栽植

完毕。与此不远的白石坡村龙凤山上，

去年栽植的公益林桃花、梨花争奇斗

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大营镇位于宝丰县西部浅山区，辖

35个行政村，以前是产煤区，“山荒、地

薄、石头多”。为加快森林覆盖率，促进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提高乡村人居环

境宜居度，该镇在镇域内的荒山上连续

两年规划并开展了公益林建设。通过

“政府组织规划、企业捐助苗木、村民义

务造绿、支部确保成活、受益归属集体”

的理念和模式，实现了公益林建设顺利

推进，成活率达到了98%。

“去年来，村民们用最原始的工具，

从石缝中‘抠’出一撮撮土,把石头垒成

防火墙,‘无中生有’造出了600亩公益

林。”大营镇党委书记杨淑祯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吴建成

项城市高寺镇刘庄自然村63岁的

老人荣翠梅，本该在家含饴弄孙、享清

福了，但她却每天奔波在两个家庭，照

顾她“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侄女刘

玉言33岁，侄子刘立朋28岁，二人都是

先天智障。他们是不幸的，父母3年前

双双离世，生活起居无人照料；他们又

是幸运的，因为姐弟俩有一个比亲娘还

亲的婶娘。

是婶子更像亲妈

2006年，荣翠梅家中年仅21岁的

长子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年迈的公

公在遗憾中过世；唯一的女儿病魇缠

身，趴在床上动弹不得。生活“考验”着

这位农家妇女坚强、温暖的心，但再大

的磨难也打不垮向善、向上的人。

他们一家在北京找到了落脚地，但

对没文化的老两口来说，只能干点零

活，拾破烂，砍砖头，扒垃圾，捡纸箱，荣

翠梅和家人凭着那股血拼劲，争着一口

气，让“穷得看见俺躲着走”的人刮目相

看。2008年，一栋2层小楼在老家拔地

而起，那年，漂亮的儿媳妇娶进了家门，

给荣翠梅添了一个清秀的孙女，四年

后，家里又添了可爱的孙子。

厄运似乎没有放过命运多舛的荣

翠梅，她的老伴儿老刘在外出打工的路

上出了车祸。多事之秋，在2017年的

这个秋天，一场事故夺走了荣翠梅丈夫

三哥的生命，撇下一对智障的孩子。人

生的挫折，哪儿是个尽头？

荣翠梅对老伴儿说：“你的亲人就

是我的亲人！”种地看孩、收拾院落、洗

衣做饭、清扫房间，每天的时光被琐碎

的事情打发。

跟着荣翠梅一起进屋，侄子刘立朋

就在自家院落乱跑，愣愣地看着大家说

话。荣翠梅介绍说，侄子不会说话，但

能听懂话；侄女刘玉言能简单地收拾家

务。几年来，是婶子荣翠梅给他俩洗衣

做饭，照顾姐弟俩生活起居，他们相处

得好比一家人。问起姐姐刘玉言“婶子

疼你吗？”她毫不含糊地说：“疼里很！”她

的弟弟则重重地点着头，咧开嘴羞涩地

笑了。

“大家都来学习她！”

一块奖牌上面，几个烫金大字“好

媳妇、好婆婆”，摆在荣翠梅家堂屋最显

眼的位置。这是她从高寺镇6.4万人中

“拔得头筹”，获得的奖牌，这是对这位

农家妇女的最佳褒奖。

“作为婶娘，她的这种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荣翠梅无私照顾智障侄子侄

女的大爱精神也被邻里广为传颂，奉为

榜样。镇里的驻村干部金玉海动情地

说：“好婶娘荣翠梅的事迹在高寺镇广

为流传，我们将号召全体村民向她学

习，争当好人，多做好事。”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卞瑞峰马啸窦智

“把题的意思理解清楚再做，字也要

写工整点……”这几日，在原阳县路寨乡

殷寨村贫困户李志勋家中常会出现这样

的场景：“爱心妈妈”张爱珍手里拿着教科

书，给“女儿”李悦耐心辅导功课。

李悦今年13岁，上初中二年级，母亲

下肢残疾，爷爷奶奶都已八十多岁，生活

只能靠父亲外出务工维持。“爱心妈妈”张

爱珍每逢周末就到小悦家中看望她，给她

带去学习用品，关心地询问她的生活情况

和学习情况，鼓励她一定要勇于克服暂时

的困难，并嘱咐她的家人要帮助孩子树立

良好的生活信心。

据了解，路寨乡大力开展“爱心妈妈”

关爱认领贫困儿童活动，关注帮助贫困儿

童，助力脱贫攻坚，把党和社会的温暖送

到孩子们的心坎间。截至目前，全乡已有

17名女职工认领了贫困户儿童，成为“爱

心妈妈”。

“此项活动不仅架起了党和贫困家庭

爱的桥梁，更让贫困家庭儿童感受到了社

会的温暖。”该乡党委书记杜习敏说，该乡

将继续加大关爱贫困儿童工作，让他们深

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与呵护。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 孔令凯）一道道整修过的梯田错落有

致，一排排果树间套种着一行行白芍等药

材，果苗根部打开的滴灌喷嘴正在滴水灌

溉。3月20日，记者在鲁山县背孜乡葛花

园村看到一幅可喜的产业发展图画。

“这 200多亩果园占的全部是荒

山，是从吉林长春回来的刘庆、杜文涛

联合村干部王占杰投资150万元兴建

的，药苗、树苗种植和日常管护长期安

排13名贫困群众务工。”葛花园村党支

部书记张晓文介绍说。

去年以来，背孜乡在实施县级产业

奖补政策的同时，因地制宜加大产业奖

补力度，规定凡在背孜乡流转100亩以

上土地发展林果、药材等特色产业的带

贫主体，乡政府给予每亩200元的补助，

极大调动了干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巩

固脱贫成效的积极性。

刘庆和杜文涛都是40多岁，1994

年初中毕业后受生活所迫，跟着村民远

赴长春从事废品收购。去年冬天，两人

成立了平顶山市沃晨实业有限公司，联

合王占杰流转200余亩荒山进行立体

开发，正式开始返乡创业。

在种植模式上，沃晨公司引进滴灌、

喷灌技术，实行林果、中药材立体种植，

在水蜜桃、冬桃、无籽石榴、无籽山楂、车

厘子等苗木下面，套种白术、血参、白芍

等中药材，实现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

有效结合。“我们在长春的公司业务稳

定，在不耽搁发展的同时，还能为家乡的

发展做点事儿，我感到很欣慰。”刘庆说。

鲁山县人社局主任科员张玉玲介绍，

随着扶持力度的加大，该县返乡创业人员

累计已达2.8万余人，创办各类经营实体

2.7万余个，带动就业26.15万余人，其中

带动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1.3万余人。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党建引
领防疫春检两不误

为做好2020年电力春检工作，保

证春检质量和人身安全。国网正阳县

供电公司精心谋划，统筹编制整体工

作计划，全面考虑检修、技改、基建等

各专业工作任务，以党建为引领，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实施“党建+疫情防控”“党

建+安全生产”科学制订疫情防控和

检修作业具体工作方案。

春检工作中，设立“党员责任区”

“党员示范岗”，成立“防疫检修共产党

员先锋队”，结合每个春检项目的实施

情况和作业特点，细化分区、分类、分

时、分段等差异化管理举措，严格落实

人员健康状况检查、施工资质审查、场

地消毒杀菌核查、配餐用餐安全排查、

防疫物资储备及使用等措施，确保各

项规定执行到位。同时，该公司强化

检修现场的安全风险管控，严格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定施工、验收标

准化作业卡，切实抓好春检工作的组

织、计划管理、方案执行和现场监督等

各个环节，落实质量全过程监督，保证

检修技术标准和施工工艺，严把春检

工作的安全关、质量关，确保设备零缺

陷接入、电网零隐患运行。 (李宏
宇陈建政）

切实发挥疫情防控监督检查职责
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危急时

刻，郑州市航空港区张庄办事处纪工

委深入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以严明

的纪律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坚强政

治保障。该办事处纪工委切实扛起监

督职责，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张

平安带领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不分时

段深入到各村卡点对值班人员在岗情

况及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严明了工作纪律切实推动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的落实。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该辖区大关庄一名村

民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后，纪工委书

记张平安带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村组

干部当天晚上召开会议，立即启动封

村，夜以继日开展拉网式排查等工作，

切实做到“内防输入、外防扩散”。

（李会杰）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检测，上周我省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猪肉价格高位回落。3月份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56.96元/公斤，较前一月下降

2.25%，较去年同期上涨142.5%；牛肉零

售均价为76.81元/公斤，较前一月上涨

1.61%；羊肉零售均价为76.52元/公斤，较

前一月上涨2.24%。物流运输全面恢复，

屠宰企业复工增加，前期压栏大猪竞相出

栏，加之新冠疫情以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

主动作为，积极投放猪肉储备，目前全省已

投放储备2244.9吨，猪肉供应持续增加，

价格总体呈高位回落态势。进入4月，餐

饮企业虽已恢复堂食但客流量依旧小于同

期，学校尚未开学，终端需求下降，预计后

期猪肉价格仍将呈高位调整态势。

鸡蛋价格持续低迷。3月份全省白

条鸡零售均价为18.75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4.39%；鸡蛋零售均价为7.02元/公斤，

较前一月下降5.39%。目前全省活禽交

易市场已陆续开放，蛋鸡存栏量处于高

位，进入4月，各主产区迎来产蛋旺季，禽

蛋供应将持续增加，而餐饮行业暂未完全

复工，终端需求依旧疲软，预计后期禽蛋

价格仍将在低位徘徊。

蔬菜价格止涨回落。3月份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98元/公斤，较前一月下

降13.46%。春季气温明显升高，地产菜

供应量继续增加，种植成本和运输成本降

低，导致蔬菜价格下降。预计后期蔬菜价

格将继续呈稳中有降态势。

水产品价格略有上涨。3月份全省

水产品零售均价为40.34元/公斤，较前一

月上涨1.36%，较去年同期上涨1.93%。

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国家和地方出台

政策,推进餐饮行业加速复工，促进消费，

水产品需求增加。随着餐饮行业的复工

率进一步增加，预计水产品价格仍有上涨

的可能。

好婶娘撑起半边天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上蔡县小岳寺乡

消费扶贫伸援手 芦笋滞销变畅销

原阳县
贫困儿童
有了“爱心妈妈”

鲁山县

返乡青年建果园
带动村民同致富

宝丰县大营镇

石头缝里“抠”出600亩公益林

近期猪肉价格呈高位回落态势

清丰县
莴笋丰收富乡村

清丰县莴笋丰收富乡村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有人说，换个角度看世界，你就能发现新的美好，蒙住我们双

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其实，购彩亦是如

此，有时候换个角度、换种方式，也能迎来柳暗花明。

在双色球历年大奖得主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中奖经历

可谓是与众不同——辛苦钻研的号码一直没中，反而是随意机选

的号码命中头奖。所以，双色球开奖号码完全随机，自选和机选的

概率也是相同的，当您苦苦钻研而不得时，不妨试试机选几注，也

许好运就在其中。

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人的精力和投入

总是较为有限，眼看大奖迟迟没有现身，难免有些心里着急。这时

候，加入一个靠谱又稳定的合买团，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不需要

增加投入，又可以扩大选号范围、增加中奖几率。但是在选择合买

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奖金分配、签订明文协议，避免事后纠纷和损

失。

爱心奉献，豁达以对，当你还在苦于久久不能中奖时，不少朋

友已经将购彩当成了一种爱心奉献。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公益事

业是富人、企业、国家的事情，与普通百姓离得很远。其实，公益事

业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我们手中每一张双色球彩票，汇聚的每

一笔福彩公益金都在支持着公益事业的发展。

双色球作为福利彩票的游戏之一，既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又

是奉献爱心的通道，大奖人人爱，随手做公益。放平心态，你的购

彩生活会变得多姿多彩。睿智的人生，充满精彩；豁达的人生，洒

满阳光。学会换种思维、换个角度，你将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

美。 （中福彩）

福彩双色球：
换个角度，你将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