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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

“粮食之仓”
描绘增收文章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经验经验

西平县

借助农村“三美”
打造乡村文明

沈丘县 秸秆利用好 增收又增效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5月28日，在沈丘县周营镇东李营

村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

返穿梭。收割机“吐”出的秸秆，被尾随

其后的打捆机尽收囊中，随后“变”出了

一个个圆筒状的麦秸捆……

“秸秆打捆机作业效果非常好，一台

一天至少能收50亩的麦秸。”正忙着驾

机打捆的张运涛介绍说，这些打成捆的

秸秆现在成“香饽饽”了，发电厂、饲料

厂、养殖合作社都抢着收，一亩地能有秸

秆200公斤，可卖120元。

记者在沈丘县付井镇杨庄村的一家

肉牛养殖场院内看到，前来卖秸秆的车辆

摆成了“长龙阵”。秸秆送进养牛场，不仅

解决了肉牛的“口粮”问题，而且解决了秸

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还给农户带来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三得”。

“俺饲养了300多头肉牛，最近三天

已收购了200多亩地的麦秸秆。”当日，

杨庄村的“翠杰”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荣翠杰，挥汗如雨，一边指挥工人把

现场收购的秸秆码放整齐，一边给农民

数票子。

“‘过腹’变成优质有机肥，粉碎还田

成肥料，秸秆在哪儿都是宝。”杨庄村党

支部书记杨兵介绍，如今，在付井镇农

村，麦收形成的秸秆存放已经不是难题，

焚烧秸秆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秸秆变

废为宝，成了农民兄弟眼中的“金条条”。

付井镇党委书记王志明介绍，全镇

小麦种植面积有6万多亩，该镇一方面

要求收割机配带秸秆粉碎装置，全部进

行粉碎还田，另一方面，变禁为疏，围绕

以禁促用，做足做活做好秸秆综合利用

“绿色”文章。该镇组织养殖肉牛、奶牛

和育肥羊饲养大户或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到田间地头收购秸秆，当地群众无

不点赞。

“这种就地打捆消解模式实现了秸

秆回收利用，既解决了秸秆焚烧问题，

又保护了环境，增加了农户收入，还有

利于抢种夏玉米、大豆等秋作物，颇受

农民的欢迎。”该县农机推广站站长窦

忠旭介绍说。

据悉，今年沈丘县102万亩小麦，

秸秆粉碎还田、机械打捆等有效综合利

用率可达99%以上。秸秆用于畜牧养

殖、食用菌等相关产业发展，实现了当

地农民稳定脱贫和持续增收。仅秸秆

打捆订单销售一项，可增加农民收入

4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盛德劭）

眼下正是“三夏”大忙季节，平舆县十字

路乡316名精准扶贫帮贫队员，人人手

里都有自己精心绘制的“贫困户夏收夏

种明白图”，他们按照图表上详细绘制登

记的情况，帮助贫困户联系收割机械、拉

运麦子，宣传秸秆利用与防火禁烧，落实

产业帮扶计划发展特色种植，实行“三

夏”生产一条龙跟踪优质服务。

该乡在召开“三夏”生产暨秸秆利

用与禁烧的动员大会上，动员帮扶队员

把贫困户夏收夏种这一短板补齐抓

好。帮扶队员结合脱贫攻坚大走访和

“三夏”秸秆利用与禁烧宣传，走进每一

个贫困户家中，调查了解麦收有何困

难，落实产业帮扶计划安排特色种植，

并利用“明白纸”等形式向贫困户宣传

秸秆利用对改良土壤、防止火灾发生和

大气污染的重要意义。然后根据贫困

户的麦田位置与四邻、联系的收割机

械、秸秆还田与利用、落实特色种植等

情况，绘制出详细易懂的“贫困户夏收

夏种明白图”。

截至目前，该乡已帮助贫困户收、运

麦子2020亩，秸秆利用率达100％，帮

扶贫困户发展白芝麻、花生、红薯、中药

材等特色种植面积2060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
华）5月27日，天热得像个蒸笼。在汝

南县常兴镇臻头河两岸和机井旁，到处

是一派抗旱种秋保苗的繁忙景象。“春

争日，夏争时，虽然今年的小麦取得了

大丰收，但庄稼秋种一刻也不能耽误。”

正在忙着抗旱保秋种的魏埠口村农民

唐爱社说。

近年来，常兴镇瞄准市场需求，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引导农户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引进种

植花木、春花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

产业。由于入夏以来没有有效降雨，

导致已种植的农作物遭遇严重旱情，

农民群众心急如焚。面对严重旱情，

常兴镇迅速启动一级抗旱种秋保苗

应急预案。一方面组织1000余辆小

麦收割机、打捆机连续作业，及时抢

收，腾茬。另一方面，组织调集抗旱

用的喷灌机、水管、柴油等物资，送货

到门，保证农户抗旱所需。同时，引

导农民群众利用河流、水库、坑塘、机

井等水源，迅速掀起抗旱种秋保苗高

潮。

在魏埠口、大申庄等村，驻村干部、

第一书记、防火队员等，深入田间地头，

帮助700户农户对种植的1万余亩中

药材、花木浇了一遍水。

目前，常兴镇16万亩小麦全部收

割完毕，已种农作物普浇了一遍水，抗

旱抢种花生、大豆、玉米等农作物1万

余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建国
任鑫洋）近年来，西平县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主题，以乡风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美

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三个“美起来”为

目标，强力推进，全面掀起创建“美丽西

平”高潮，整治村容村貌，美化居住环境，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深化乡风文明建设，提升文明创建

实效。长期以来，西平县通过开展“好媳

妇”“好婆婆”“好邻居”评选活动，教育群

众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诚实守信，弘扬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先后表彰“好

邻居”360户，“好媳妇”“好婆婆”30余

人。开展乡风文明助推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巡讲”、文艺“巡演”，组织开展活动

600余场次，覆盖上百个贫困村的干部

群众。该县还利用村院围栏、农村文化

墙、文化广场等设立公民道德宣传栏70

多处、农村文化墙1500个、公益宣传广

告2000块。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该县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为平台，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开

展农村“大宣传、大扫除、大整治、大清

洁”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制订方案，明

确了各乡镇（街道）、网格、环卫工的工作

职责，通过完善考评制度和召开专题会

议，兑现奖惩等措施，彻底改变农村柴草

乱堆，垃圾乱倒，污水横流的脏乱差现

象，使人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

紧抓实践引导，力促文明习惯养

成。聚焦乱摆乱放、脏乱差等家庭卫生

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改善居住

环境，制定贫困群众家庭环境卫生评分

标准，并与爱心超市、文明银行积分挂

钩，用积分到文明银行兑换实物来激发

每个家庭比、学、赶、超，争夺文明卫生

户“流动红旗”，引导贫困群众做到“院

落干净、客厅干净、卧室干净、厨卫干

净、个人卫生干净、室内物品摆放整齐

规范”的同时，该县文明办每年组织开

展“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各级文明家庭

198个。

借生态文明建设东风，打造美丽乡

村“软实力”。近年来，该县牢固树立“绿

色引领、生态立县、持续发展、文明美丽”

的理念，成功举办两届“海棠文化旅游

节”，以花为媒带动乡村文明旅游，做足

乡村旅游大文章，以“花海经济”助力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

5月26日上午，叶县叶邑镇万渡口

村的麦田收割已近尾声，打捆后的麦秸

像一个个豆腐块，均匀地分散在田地里。

上午9点多，马献军夫妇开着拖拉

机来到田地里，将麦秸捆先拢到一起，准

备拉回去给羊做饲料。

马献军夫妇来自马庄回族乡雷庄

村，家里养了数百只羊。

为啥不装车先拢到一起？“拢到一起

的，算是他们抢住了。”万渡口村党支部

书记万振方笑着解释道。

该村有1115口人1570亩麦田。今

年，为了减少秸秆禁烧压力和实现秸秆

综合利用，该村以村集体入股的方式，投

资30多万元购买了3台拖拉机和3台打

捆机，将全村麦秸打捆后统一销售。他

们还专门腾出场地，作为短暂囤积麦秸

的场地。

此举很快引来了拉麦秸的村民，万

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农用车一车能拉

50多捆麦秸，每天能跑4趟。刨除油钱，

一天差不多能挣200元。

第一天，该村就垛起了1700多捆麦

秸。高高的麦秸垛很快引来了周边的养

殖户，马庄回族乡属养殖大乡，养殖户开

着车来收麦秸。

“今年天气好麦秸干，可做优质的饲

料，收一亩也就200多块钱，值！”马献军

说这几天他要多给羊储存些“口粮”。

来的养殖户多了，就开始“抢”了，一

到地里，就将车子周围的麦秸捆拢起来

划“势力范围”。

“收割马上进入尾声了，得通知他们

不能再来了！”万振方边数车边说。

11点多的时候，村民万松叶开着一

辆打捆机回了村。此前，万松叶还到辛

店镇和本镇的几个村子给麦秸打捆，每

捆麦秸收取3元左右的费用。每天早上

6点，他和另一名村民就进地拾麦秸打

捆，两个人轮流开。仅在辛店镇铁佛寺

村，他们就收了1万多元的现金，还有1

万多元待入账。

万振方粗略地算了笔账，今年一个

麦季下来，他们村就能挣回近10万元。

“这相当于我们挣回了3台打捆机。”万

振方兴奋地说。

本报讯 初夏时节，大地一片金

黄。5月29日，在汝阳县陶营镇柿园村

高速路两侧，刚刚栽植的上千亩黄蜀葵

散发出诱人香味。当地村民迎着高温

天气，扯着水管在田间不停地来回穿

梭，及时浇灌花苗。

陶营镇素有汝阳“粮仓”之称。在

搞好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中，该镇党

委注重走进群众，了解群众所愿，听取

群众所需。为精准脱贫，加快乡村振

兴，该镇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

利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水利条件设

施好的有利条件，发挥各村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用党建引领来促进农村

经济稳步发展。柿园村党支部积极引

导、鼓励群众通过流转1000亩土地在

公路两侧发展种植黄蜀葵，壮大该村

集体经济。范滩村党支部积极动员群

众种植500亩优质花生，100余亩生

态红薯，还根据市场需求种植花卉树

苗5000余棵。

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特色农

业、高效农业、观光农业发展，该镇依靠

国家扶贫项目资金，在陶营、南庄、魏

村、罗营、范滩等9个村，建设蔬菜大

棚、养殖大棚、加工厂车间等100余个，

有效带动了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户增

收。 （康红军）

汝南县常兴镇

抗旱种秋保苗忙

叶县

一台麦秸打捆机 一季挣回10万元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杨沛洁

平舆县十字路乡

“夏收夏种明白图” 助力帮扶贫困户

“大美乌云山，黄杏等你来；生态醉

游客，脱贫奔小康。”日前，在位于方城

县柳河镇陶庄村的乌云山林果基地，游

客一手摆着手势，一手拎着杏篮，笑容

可掬地拍着小视频。

48岁的基地负责人王付英，2004年

从广州返乡创业，和丈夫郭文发承包乌

云山的土地发展黄杏、香梨、白桃种植。

前三年，乌云山没有路，没有水，没

有电，夫妻二人吃住在山上，汗水掺着

泪水浇灌着一棵棵果树。冬季山上风

大，把住的窝棚吹塌了两次。夏季山上

炽热，他们脸上的皮晒掉一层又一层。

2007年，果树挂果见效益了，他们

终于得到了一些慰藉。后来，山上通了

道路、打了水井、建了房屋，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了，他们的干劲也更足了。

如今，王付英和丈夫郭文发在乌云

山上种植了400多亩的大白桃、核桃、香

梨、板栗等林果，饲养了鸡、鹅等家禽，

荒山披绿变成了金山银山，成为春季赏

花、夏秋摘果的花果山。行走于山间小

路上，果香夹杂着甜味，让人真切感受

到丰收的气息。

贫困群众张立芳拿着袋子正在杏树

下卸果，边摘边说：“我就在山下村庄住，

一天能挣60块钱还管饭，在家门口很方

便，有党的好政策，俺也得好好干，明年

俺也要种植果树，好早点致富奔小康。”

王付英介绍，一年下来林果收入20

多万元，不仅住上了楼房，而且买了小

轿车，生活质量提高了。

近年来，方城县柳河镇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种植木瓜7.5万亩、花卉1.9万

亩、花生3.7万亩、红薯1.1万亩，并结合

特色产业引进深加工企业和传统加工

业，带动贫困户持续增收。

柳河镇陶庄村党支部书记苑树广介

绍，全村建成千亩林果生产基地，初步打

造成为独具特色的“田园综合体”，2019

年5月成功举办了方城县乌云山首届乡

村游暨桃杏采摘节，推动了乡村旅游产

业的发展。下一步，将重点在产业带贫

上下功夫，努力实现强村、富民、兴业。

方城县柳河镇

乌云山上果飘香

□通讯员 刘奕贤 张栋察

新蔡县 麦收过后忙插秧

正阳县

昔日旧村庄 今日新家园

5月26日清晨，一对母女在正阳县清源街道段庄村文化游园里看书，享受着乡村美

好的时光。今年以来，该县大力实施以改庭院、改厨房、改厕所、改废弃坑塘和提升乡风

文明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家园革命”，让昔日曾经的旧村庄，如今处处焕发出新气象。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贺永明孟虎摄

5月31日，在新蔡县关津乡牛湾村的水稻田里，农民们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田野间一派繁忙景象。麦收过后，

当地农民忙着对刚收割完的小麦麦田进行灌溉、整田，及时栽插水稻秧苗。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