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董洁

时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季节。6月14

日，在位于黄河岸边的素有“小江南”洛阳

市孟津县会盟镇万亩优质稻种植示范基

地里，一派繁忙的插秧景象。

“俺麦子都收完了！刚插秧回来，来

找庆支书闲拍（聊天）！”中午时分，会盟镇

双槐村2组的杨炎武从地里回来，来庆会

勋屋里喝水。说到现在生活的变化，老杨

绽开了笑脸。

双槐村位于孟津县会盟镇中部，南依

邙山，北临黄河，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全

村586户2196人，党员85名。去年村里

完成了全县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的验

收，改厨、改厕、改浴之后，群众拥有满满

的获得感。“公家有补贴，俺们花了不到

1000元！你别说，这钱花得真值！”原来，

老杨家的厕所盖在院门口，冬天天黑道

远，夏天气味难闻。如今，水冲式厕所移

到房间里，干净方便；家门口垒起了小花

坛，花香四溢。

“现在日子好哇！光我那房子，这两

年又是加顶又是整修，‘翻腾’了三四回！”

老杨得意地说。

村民日子红火，心里舒坦，村干部的

工作就好干。

村支书庆会勋在村里当干部已经40

年了。为啥能一路顺畅，干到现在？庆会

勋的答案是：多听群众心里话，群众拥护

啥咱干啥！

双槐村有3250亩黄河滩地，发展千

余亩优质稻米、生态莲藕，百余亩黄河鲤

鱼、孟津贡梨。村里的致富“金土地”——

600多亩旱涝保收“高产地”，集体承包给

种植大户，单这一项村集体收入就有50

多万元。莲藕种、管、挖需要四季用工，村

民们去地里忙一天，少则四五百元，多则

上千元。种植大户邢洪涛说，前段时间给

工人结账，一开支就是几十万元。

“今年村里又新发展孟津梨310亩。

眼下正在运作土地流转，通过规模发展，

提升产品质量，拉长产业链条，让双槐鱼

更肥、米更香、藕更脆、梨更甜！”庆会勋信

心满满。

“河洛小江南”里的双槐村是省级

“生态村”、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去年，

庆会勋带着党员群众，在村里新栽桂花、

广玉兰、红叶石楠等绿化树木52万株，

还添置了一辆洒水车，闲时浇树浇花，忙

时洒水清洁。精心打造的“记忆双槐”

“诗书双槐”“时尚双槐”小游园，舒适休

闲；家风家训馆、水系广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织生活基地等场所内涵丰富；

村里每年举办排鼓、广场舞、K歌大赛、

戏曲擂台等文化活动，群众生活有声有

色，“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日

新月异。

除了新变化，双槐村的“老文化”也

发新枝、长新芽。唐代诗人王维曾居住

在双槐一带，明末清初大书法家王铎和

主掌军事的李际期，被誉为“双槐双尚

书”，厚重的双槐蕴藏着孟津黄河边的古

老文化。如今，借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契机，依托黄河文化做文

章，双槐人正铆足劲，挖掘历史新内容，

促进文旅再提升，全力打造生态宜游的

黄河岸边幸福村。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12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决定在继续实施

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的基础上，

启动实施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培

养计划，对地方公费师范生实行定向招

生，加快推进乡村教学点和农村学校教

师队伍建设。

据悉，我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

划主要分三类实施：第一类是农村学校

地方公费师范生，主要培养农村学校紧

缺学科和薄弱学科师资，实行分学科培

养；第二类是小教全科地方公费师范

生，主要培养农村小学教学点师资，实

行全科培养；第三类是特殊教育地方公

费师范生，主要培养特殊教育师资。

2020年，全省计划定向招收本科层

次农村学校地方公费师范生2000人，

由各高校在当年核定的普通招生计划

总规模内统筹安排；定向招收本科层次

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公费师范生

1900人、专科层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

业公费师范生1000人，由各高校在核

定的普通招生计划总规模内统筹安排；

特殊教育专业安排本科计划100人，由

高校在核定的普通招生计划总规模内

统筹安排。

三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本科层次安

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科层次安排在专科提前批次，根据考

生成绩和高校面向设岗县（市、区）的招

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地方公费师范生入学后，与报考的

设岗县、市、区政府和培养高校签订定

向培养就业协议，承诺毕业后到农村学

校、乡村教学点、特殊教育学校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时间不少于6年。

学生在校培养期间，农村学校地方

公费师范生只免除学费，小教全科、特

殊教育地方公费师范生免除学费、住宿

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费。

三类地方公费师范生同时享受国

家奖学金等全日制在校生相关政策。

近日，汤阴县白营镇举办了一场“点亮夜经济，激发新活力”消夏文艺晚会，晚会上，

该镇党委书记石海峰和镇长裴林甫为本地的梅珍粗布坊、南陈王村烙画代言推销，现场

成交老粗布31套12000余元，烙画作品开发出潜在客户50余名。该镇将继续采用文艺

会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办法打造“夜经济”。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杨健贾丽丽摄

6月15日，范县纪检监察干部走访扶贫车间和贫困户，了解扶贫车间生产规模、吸纳贫困户人数、贫困户务工收

入以及贫困户帮扶政策落实情况，帮助解决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和贫困户生产生活难题。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张瑞方摄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吴秀
军 成明星）干干净净的房间，护工们

认真地为病人整理床铺，喂药、做康

复……6月8日，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养中心让前来看望病人的博爱县柏

山镇上期城村贫困户司玉有感到欣慰。

“医养中心离家近、环境好，我家小

建住进医养中心后住得好、吃得好，我

很放心。”司玉有说，今年他重度残疾的

儿子入住医养中心，自己可以放心出去

打零工了，一家人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

变化。

司玉有家3口人，儿子重度智力残

疾。今年春天，在市医保局驻村第一书

记崔志博的帮助下，他的儿子入住焦作

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养中心。“原来儿子

在家里住，我和老伴每天照顾，不能出

去打工。”识别为贫困户后，有了政府扶

贫政策的帮扶，吃穿都不愁，但他觉得

还是靠干活儿挣钱心里踏实。

医养一个人，解放一家人。柏山镇

积极破解重病、重残人口脱贫难题，依

托现有医疗资源优势，通过“一天免费

试入住”的办法，引导符合条件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参加集中医养，帮助他们减

轻了生活和心理上的重负，重新激发起

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截至目前，该镇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集中医养10人，基

本解决了重病、重残人员的医疗、康复、

保健等问题。

博爱县柏山镇

集中医养助残疾贫困户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郑雪）

“我志愿加入邓州编外雷锋团，遵守团

的章程，履行团员守则，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永做雷锋精神传人。”6月12

日，邓州市财富世家社区居委会32名

工作人员庄严宣誓加入邓州编外雷锋

团，成立编外雷锋团财富世家雷锋社

区。

近年来，该社区工作人员大力弘扬

雷锋精神，学习雷锋事迹，立足岗位实

际，开展学雷锋活动，引导居民像雷锋

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用自身实际行

动影响带动身边人加入学雷锋队伍中，

使雷锋精神深入人心，学雷锋志愿服务

在社区蔚然成风。

“人人学雷锋，雷锋天天就在我们

身边。我们财富世家社区要以此次加

入编外雷锋团为契机，把雷锋精神融入

社区各项工作中去、融入每一位社区工

作者的心中，让大家养成乐于助人的习

惯，用心服务居民，提升居民学雷锋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营造和谐融洽的邻里

氛围，让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爱。”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枫说。

邓州市

建雷锋社区 倡志愿服务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李林欣洪唱)淮滨县王店乡于6

月13日～14日举办的“血布袋桃”采摘节

引来众多游客采摘、购买桃子。“这是我们

村的特色品种——‘血布袋桃’，色泽鲜

艳、口感爽脆，可好吃啦!”北庙村党支部

书记吴昌荣说。

“血布袋桃”这个名称很形象，一口咬

开里头的果肉是血丝般的红，连汁水都是

血红色。桃子用手轻轻一掰，就分为两

半，果肉与核完全分离，核上不沾一点果

肉，果肉上也不沾一点核的碎渣。“血布袋

桃”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食物

王店乡的“血布袋桃”种植近1000

亩，每亩可种植70棵至80棵树，每棵桃

树产桃100斤左右，每亩可产8000斤左

右，可带动贫困户80多户增收。

“我们计划再发展增加500亩‘血布

袋桃’，发展桃胶、桃子果脯、桃木制品等

深加工农产品，完善桃产业链。同时与休

闲旅游相结合，将果园打造成集旅游、休

闲、采摘于一体的水果乐园，厚植乡村振

兴沃土，打造大美王店的生态名片。”王店

乡党委书记吴晓玲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李鸿
珍 程一丹）6月8日，三门峡市湖滨区

会兴街道东坡村脱贫户党强家的院子里

阵阵酒香。“你听我的名字，党强党强，党

鼓励我要自强，所以我坚决不能要这贫

困户的帽子。”2015年，一家7口人又没

工作的党强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时他就暗下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摆脱

贫困。

他先是帮着姐姐、姐夫销售自产的

蜂蜜，增加了收入，在2016年实现脱贫。

但是由于销售产品单一、销路狭窄，收入

仍不够理想，不安于现状的党强每天都

在想着怎样让自家的日子更进一步。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让党强在奔小

康的路上不掉队，也成了帮扶干部苗垠

飞心中的大石头。“我认真分析了党强的

家庭情况和致贫原因，进行了市场考察，

决定帮助党强走创业风险较低的家庭酿

酒道路。”

就这样，学习酿酒技术再加上政策

扶持，从2018年开始，党强开始了家庭酿

酒生意。党强介绍，他所酿造的东坡村

原浆酒选用东北优质红高粱，前后经过

十多道工序，从选粮到蒸馏出酒，所有环

节均按照传统工艺人工完成。纯粮酒无

添加、无勾兑，原汁原味，酒香而不呛，微

苦而不涩。“现如今，酒再香也怕巷子深，

这么好的酒，不卖出去让人知道，那不是

半天云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嘛。”党

强深知销售的重要性。

在村里和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党强

积极参加电商培训，学习线上销售知识，

搭乘网络销售、消费扶贫和东坡村乡村

旅游东风，打响了“东坡酒”“原浆酒”等

产品的名声，销售量直线上升，家庭收入

稳步增长。从起初的销售难，到现在拥

有固定的客源和稳定的销量，还时常有

顾客上门购买，党强的家庭酿酒致富路

子越走越好。

“要想幸福长久，请喝东坡美酒。”此

前，在东坡村消费扶贫活动上，湖滨区委

书记亢哲楠就通过直播平台现场赋诗为

党强酿造的东坡酒代言，更加鼓舞了党

强酿酒致富的信心。

“现在我春秋两季酿造，年产量几千

斤，年收入可达4万元，再加上在网上卖

蜂蜜，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但脱

贫不是终点，致富才是目标。我会更加

努力，给家人创造更好的条件，早日致富

奔小康。”党强用满满的干劲为新生活加

持。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胡晓丽）6月15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新

华区获悉，该区香山管委会石桥营村近日

喜获“第四届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 集

体成就奖”。

石桥营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民间文

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个有名的“故

事窝”。2007年10月，该村部分退休干

部和村里文化水平较高的中老年人组成

调查组，进行民俗和民间文学调查，并自

费编写资料，开设了“石桥营故事大讲

堂”。截至目前，已采录各类民间故事素

材1000多篇，采录歌谣600多首、谚语

900多条、谜语1500多条、俗语1600多

条、歇后语400多条、唱词100多篇。

2019年12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重点项目而出版的《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 故事· 河南卷· 平顶

山分卷》，全书共收入平顶山地区故事

477篇，其中“石桥营故事”收入44篇，

占9.2%。“石桥营故事”能够占有一席之

地，与全村民间故事资源丰厚、几十年

如一日坚持不懈的保护传承是分不开

的。

为保护文物古迹，石桥营村根据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于近年来投入百万余元修复了西

寨门楼和青石大寨200多米，申报了古

寨墙、一步两眼井、五步三孔桥及寨内13

处明清民居为市级文物并加强保护。村

里还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有小剧团

两个、舞蹈队两支，女子盘鼓队一支。村

里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是远近闻名的

故事村。

石桥营村党支部书记任家辉在谈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打算时说，他

们近期重点做好四件事，一是做好“中国

故事村”的申报工作；二是组织人员编撰

《石桥营传统村落档案· 传说卷》《故事

卷》《村史卷》；三是继续办好《石桥营文

化》报；四是规划建设一座村史馆、一座

民俗馆，介绍石桥营村的自然环境、风土

民情、历史延续、名人记载、民生大事等

内容，以此作为教化村民的精神家园，激

发全体村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

创造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据了解，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

是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批准，由河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河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省性民间文艺

最高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闵振安）

“汝州市中王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所产的

‘凤王’牌富硒鸡蛋蛋黄清香、蛋清浓稠、

口感鲜嫩，曾被河南电视台推荐为健康产

品……”6月11日，汝州市纸坊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于跃峰在该市“美庐杯”书记镇长

代言家乡直播助农公益行动纸坊镇直播现

场推介富硒鸡蛋等特色消费扶贫产品。

为加大纸坊消费扶贫产品网络销售

力度，带动贫困户及农村经济发展，助力

脱贫攻坚，纸坊镇与汝州电视台一道，举

办了汝州市“美庐杯”书记镇长代言家乡

直播助农公益行动纸坊镇特色消费扶贫

产品现场直播。

直播现场，于跃峰重点对纸坊镇的特

色产品富硒鸡蛋、紫云峡鲜桃、康健面粉、

五香牛肉、洋葱等优质果蔬作了详细形象

的介绍和宣传，畅谈了纸坊镇发展现代农

业、扶贫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规

划和设想。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现场推介，当场

下单293个，销售面粉32袋、甜桃56箱、

鸡蛋160箱、五香牛肉40盒，销售金额

17456.44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日前，位于伊川县高山镇坡头村的

非非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鲜桃田园超市

开张,每天到园内采摘鲜桃的客人络绎

不绝。

伊川县非非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12年11月28日成立。合作社以农户

为基础，以果树种植、加工、销售、存储为

依托，积极探索“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运行模式，对社员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公司负责人段朝伟介绍，以后每年鲜桃

田园超市开园后，游客可以到园内自由

采摘，超市以优惠价给游客提供新鲜的

桃子，使大家充分体验采摘的乐趣。

孟津县双槐村党支部书记庆会勋：

多听群众心里话 群众拥护啥咱干啥

淮滨县王店乡
围绕桃子做致富文章

我省开招三类公费师范生

伊川县坡头村

鲜桃田园超市开张

汝州市纸坊镇
举办直播助农公益活动

平顶山市新华区石桥营村

摘得河南民间文艺金鼎奖

三门峡市湖滨区东坡村村民党强

酿酒“酿”出幸福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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