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笨西瓜、金棒黄瓜、大酥瓜……7月16日，记者在驻马店市驿城区香山办事处志恒生态园看到，这些以“土”为特色的时令瓜果

深受游人喜爱。近年来，香山办事处围绕近郊游积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观光、采摘产业来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米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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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三农杂谈

现在正是向日葵最绚烂的季节，滑县

万古镇武庄村禾生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130多亩向日葵花田，已经成为附近

村庄的一块“网红”之地，有村民慕名而来

赏景、拍照留念的，还有时尚主播以向日

葵大田为背景上抖音、做快手的。

“这里之前是砖瓦场，土地盐碱化比

较严重，种植常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很难成活。后来我们多方考察论证，决定

在这里试种三系杂交向日葵。这种向日

葵花期短，花盘大，产量高，商品性好，可

以有效改良盐碱地，增加经济收入。”合作

社理事长杜酝周介绍道。

64岁的脱贫户杜顺国说：“俺年龄大

了，家里的6.5亩地全都流转给了合作社，

一亩地一年租金1000多元，加上我在合

作社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一个月有

2000多元的工资，一年下来能收入3万

多元。”

今年55岁的杜酝周和种植业打了大

半辈子交道。2001年12月，杜酝周在郑

州注册成立了种业公司后，一直从事优质

小麦繁育工作，2012年4月，他在老家滑

县成立了合作社。杜酝周说，合作社刚成

立那会儿土地流转很困难，多亏了镇政府

出面对农户做解释沟通工作，又有几个村

干部带头，才流转了300亩土地，等每亩

1020元的收益到了手里，农户才吃下了

“定心丸”。

随着合作社慢慢发展壮大，现如今，

杜酝周全托管土地720亩，半托管式土地

1380亩，托管育种田2.8万余亩。手里土

地多了，单一的种植模式达不到效益最大

化。从去年起，他开始走农业结构调整的

路子，从单纯的小麦种子繁育扩展到种植

向日葵、糯玉米、蒲公英、红薯以及加工粉

条等领域。

合作社成员侯永娟开心地说道：“别

看我们杜总年龄大，他的思想可是很‘时

髦’。前几天杜庄试种的20亩向日葵成

熟了，杜总叫俺们响应国家号召，拉了满

满一车成盘的向日葵去县城边的明福寺

塔广场摆起了地摊，向日葵大盘10元，小

盘5元，一晚上全卖完了！”说到兴奋处，

她还给我们看起了摆地摊时录制的小视

频，“要按着这个价卖，一亩地向日葵咋也

能收入1万多元”。

“这片向日葵预计亩产可以达到700

斤，我们已经和山东菏泽一家大型瓜子厂

达成了合作意向，再过一个月向日葵成熟

后，厂里就会按每斤6元的行情价来收

购，去除各项成本约300元，每亩利润可

达到4000元。”杜酝周说道。

向日葵收获后，杜酝周计划再种一茬

芥菜，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一亩芥菜能

增加2000元利润；另一片合作社全托的

200亩糯玉米收获后，杜酝周还要加种一

茬饲用油菜，用以供应镇里的万头奶牛场

做营养饲料。

说起种植业结构调整，杜酝周滔滔不

绝：“老话说人勤地不懒，咱合理利用土

地，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多种几茬经济作

物，收入增加了，也能带动咱社里的贫困

户增收。”

据不完全统计，合作社成立以来，杜

酝周共安排了90余名贫困人员就业，累

计帮扶贫困户1250户，辐射带动万古镇5

个村6000余农户。但杜酝周并不满足，

他还有一个“小”目标：再增加1000亩的

村级示范田，让种植业结构调整惠及更多

农户，把田园变成花园，把农区变成景区，

把农产品变成礼品，让城里人羡慕农村

人。

“晴天黄土雨天泥，新媳妇村口干着

急。”这是前几年西平县宋集镇崔庄村因

为村里道路不畅，迎娶的新媳妇进不了

村，村民随口编的顺口溜，现如今，崔庄村

村民常说的一句话却变成了“道路变宽人

心齐，感谢我们敬书记”。两句顺口溜里，

反映出了这个村子近年来发生的可喜变

化。

崔庄村位于西平县宋集镇西2公里

处，石武高铁南北贯穿全境，之前的崔庄

村是贫困村，全村3160口人，共有贫困户

66户159人，截止到2019年底，全村贫困

人口已实现了稳定脱贫。

崔庄村路面比较低洼，碰到连阴雨

天，路面积水五六十厘米。逢雨天，道路

泥泞难行，娶新媳妇的婚车都进不了村，群

众意见很大，村集体无法也无能力解决。

敬营辉任支部书记之前，在新郑经

商，衣食无忧，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每

次回到家乡，看到村里贫困落后的现状，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任伊始，经村

民大会同意后，敬营辉带领全村干群对

原有3米的道路再加宽3米，开挖下水

道，统一铺人行彩砖道路，两侧设置80

厘米绿化带，栽植各种绿化苗木200多

棵，石楠苗1500多株。在崔敬庄东头入

村口建一座游园，所有墙体重新涂刷。

村里先后修了道路，建了小游园、图书

室、健身文化广场、文化大舞台、标准化

卫生室等基础设施，为弥补这些工程的资

金不足问题，他还拿出了这些年经商赚来

的70万元。

为了尽快帮助贫困户摘掉穷帽子，让

全村群众早日过上小康生活，敬营辉和村

“两委”班子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利用本地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投资少、效益高的香

菇和脱毒红薯种植。

村民赵爱霞家里3口人，2016年被识

别为贫困户，家庭因学致贫。在村支部村

委会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赵爱霞通过自

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女儿2020年7月职

专毕业后选择了继续深造，如今，她的儿

子5年制大专就读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去年承包香菇大棚4座，今年又承包16

座，20个致富大棚让赵爱霞喜不自禁。

如今，崔庄村种植香菇、脱毒红薯的

农户有189户，连片种植面积可以突破

1500亩，单红薯一项年产值达到450万

元，村集体收入每年可增加 90万元左

右。疫情期间，全村66户贫困户还专门

委托敬营辉给县医院捐赠了1450袋共计

1500多斤香菇，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保障后方。

村民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这不单单

是体现在收入增长上，更展现在村民们幸

福感的提升上。三夏时节有“爱心收麦突

击队”，帮助村里的困难户抢收抢种，爱心

公益群捐款捐物。村支部去年10月组织

爱心捐款举办孝心敬老活动，全村500多

在外务工经商人员积极响应，他们有钱出

钱，有人出人，在请来县剧团演出的同时，

还为全村100多位70多岁老人提供免费

理发、免费午餐及入村义诊活动，活动期

间，不少常年在外务工的儿女也纷纷响应

村里号召，回家陪老人，表孝心……一个

个农家小院里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7 月 17 日，记者从河南省司法厅获

悉，省司法厅、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近日印发《在全省农村实施“法律

明白人”培育工程的意见》，就如何选拔、

培育和使用农村“法律明白人”作出了安

排部署。（7月18日《河南日报》）

据报道，“法律明白人”主要在村

“两委”班子成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

村民小组组长、农村“五老”人员和具有

高中以上学历的村民中遴选，其主要工

作职责包括学习宣传涉农法律法规，宣

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措施；投身法

治乡村建设，广泛参与“民主法治示范

村”创建等。可见，培育农村“法律明白

人”目的性、针对性都很明确，那就是通

过“法律明白人”给更多的村民普法，使

广大村民学法、知法、懂法，进而守法、

尊法。

一直以来，在各地农村，由于广大村

民对法律知识的普遍缺乏，一些村民直

到锒铛入狱才知自己触犯了法律，追悔

莫及。同时，由于各地农村普遍缺少民

主法治方面的宣传者和普及者，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乡村法治文明建设。可以

说，在广大村民中进行普法教育已是势

在必行。

此次，河南省出台《意见》，明确到今

年年底，全省每个行政村至少培育 3 名

“法律明白人”，到2022年年底，全省每个

行政村培养5~8名“法律明白人”，这无疑

是有效化解普法教育“短板”的一个好办

法。一方面，有了“法律明白人”，就可以

通过他们对更多的村民进行法律知识的

宣传和普及，村民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的

法律知识，就能从不懂法、不知法变成一

个懂法、知法、守法的好公民。另一方

面，有了“法律明白人”，就可以通过他们

及时向广大村民宣传涉农法律法规，宣

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并投身法治

乡村建设，广泛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

的创建。简言之，有了“法律明白人”的

引路，不但村民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而

且有利于民主法治乡村建设。笔者以

为，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之举，值得点

赞，值得叫好。 （廖卫芳）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向
丽刘旭阳）古柳垂堤风淡淡，新荷漫沼叶

田田。在宝丰县闹店镇范营村，入村口

处的小游园里碧波荷叶、绿草茵茵、花树

生姿、游廊曲折，成为该村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炎炎盛夏，吃罢晚饭，村民们三五成

群到此乘凉，看着电子屏里播放的科普

知识、种养技术等节目，大人们闲话桑

麻、休闲健身，孩子们欢呼跑跳、玩耍嬉

闹，呈现出一派安居乐业的乡村田园生

活新气象。

这个小游园建于 2017年，占地 15

亩，配备有健身器材、休闲长廊和电子屏

幕，四周种满了花卉和风景树，中间是一

个设有护栏的荷花池和两个鱼塘。为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该村将荷花池和鱼塘

承包给了村民经营，在引导农户增收的

同时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还为

群众提供了一个休闲场所，可谓一举三

得！

“以前这一片是一个大坑，出门满眼

是垃圾、荒草。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能

天天待在家里看电视。现在游园建在家

门口，出门就能游玩、健身，跟城里人生

活差不多。”7月13日傍晚，在游园里纳

凉的村民连顺高兴地说。

今年70岁的连顺就住在游园对面。

早几年因村里环境卫生差、交通不便，他

随儿子去了市区居住。近几年，看到村

里从“脏乱差”变成了“洁净美”，他隔三

岔五便回来住一段时间，重温一下田园

生活。

打造小游园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

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闹店镇以

清理残垣断壁、改造闲置危房、治理废弃

坑塘为切入口，加大人居环境改善力度，

利用清理出的空闲地建设小游园、小菜

园、小果园，美化绿化农村环境。建设中

各村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通过铺草坪、

建凉亭、搭长廊，种植景观树木、修砌步

行道、摆放景观石、刷写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墙绘等措施，将软景绿化与硬质景

观相结合、传统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设

计相结合，使村民尽享出门见绿、游园健

身的生态惠民成果。

目前，该镇已建成小游园50余个，群

众的居住环境明显改善，生活质量明显

提升，满意度、幸福感不断增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 通讯员洪唱）从淮滨县张里乡

徐寨村上游下来的龙港绵延11.5公

里，像一条巨龙蜿蜒在张里乡境内。7

月14日，记者顺着龙港河岸行驶，只

见得两畔的雪松站得笔直，绿意葱

茏。近些年，该乡以“一港一雪松”为

主要切入点，重点发展雪松产业，形成

了“一乡一业振乡村、一村一品助脱

贫”的欣欣向荣局面。

龙港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港渠，1974

年建成后一直是该乡联结东西水系的

纽带、发展农业生产的命脉。由于多年

来龙港疏于管理，淤泥堵塞、水草丛生，

昔日的“母亲河”变成了一条污染严重

的臭水沟。“为此，我们痛定思痛，以龙

港清淤为轴线，疏浚龙港工程11.8公

里，实施渠桥管涵配套，畅通水系工程

53.8公里，治理改造各村组大塘和水沟

1000余个。”该乡党委书记陈辉谈到。

振兴产业固根本。“通过党建赋能，

联盟发力，实现了雪松特色产业种植

8900余亩356万余株，链接党员267名，

带动贫困户577户、2885人稳定增收。

同步推进‘一村一品’，各村立足实际，外

引内联，兴起了双孢菇、生猪、黄牛、山羊、

狮头鹅、香蕉红薯、南瓜、猫爪草、艾草、

楸树、构树等十多项产业。”陈辉说道。

人居环境得美化。该乡结合“四好

农村公路”创建的标准，高标准完成

18.4公里的循环闭合道路。种植绿化

树木1.9万余棵，配套雪松生态廊道

10.7公里。结合春季造林，引种巨紫

荆、法桐、广玉兰等树种，形成以树为名

的乡村道路。同时，该乡全面落实“厕

所革命”，对全乡100公里通村组主要

道路安装了1500盏太阳能路灯，实现

了省级卫生乡镇和文明村镇双创收。

文明乡风入人心。该乡充分利用

文化广场、阳光公示栏、墙体绘画等平

台，开展多种文体宣传活动、孝善敬老

活动，对五好家庭、文明示范户、好婆

媳、脱贫攻坚户等进行评选表彰公布；

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成立孝善

敬老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高标准建设

敬老院，提升六类人员入住率，启动孝

善敬老基金，按月发放孝善基金，让文

明新风吹遍村庄每一个角落。

本报讯 （记者黄华通讯员李耀
稳）时下，走进上蔡县小岳寺乡小岳寺

村建修绿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猕猴桃种

植基地，只见一个个棕绿色、个头饱满

的猕猴桃沉甸甸地挂满了枝头，呈现

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该合作社目前投资400万元，流

转土地200多亩，采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发展猕猴桃种植，农

忙时每天用工四五十人。杨春玲和张

玲是合作社周边村的村民，从建园开

始就在猕猴桃园里务工，做些修枝、剪

枝、锄草、采摘等活，每个月有1500元

的收入。“我们合作社的猕猴桃不打农

药，不用激素，施有机肥，属纯绿色产

品。”看着经过自己精心培管，长势良

好挂满枝头的猕猴桃果实，她们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看着即将成熟的猕猴桃，合作社

负责人齐卫红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他告诉记者，合作社一共种植了

黄心的金桃和红心的冬红两个品种，

这两种猕猴桃籽少肉多、甜度高，富含

丰富的维生素C，主要销往开封、郑

州、武汉等地的大型商超。

说到未来的打算，齐卫红信心

满满地说：“我准备建冷库储存成熟

的猕猴桃，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做

猕猴桃酒，带动周边更多的村民就

业致富。”

本报讯（记者肖列 通讯员黄灿路
放）“小儿推拿简单易学，对孩子颇有效

果，既可以增强孩子的体质和提高孩子

的抗病能力，也可以缓解和消除部分小

儿病痛，是一项非常适合俺就业创业的

实用技术。”7月14日，尉氏县南曹村贫

困户何喜枝在“巾帼助脱贫”暨小儿推

拿知识培训班上高兴地说。

当天，尉氏县妇联和众创职业培训

学校联合在南曹乡南曹小学举办为期5

天的“巾帼助脱贫”暨小儿推拿知识培

训班正式结业，来自南曹乡各行政村的

40余名妇女接受培训。

据了解，为切实帮助贫困家庭妇女

群众掌握一技之长，促进创业就业，提

高其脱贫致富能力，自2018年以来，南

曹乡共为农村妇女开展各类创业和巾

帼扶贫培训活动10余场，共培训农村妇

女400多人次，吸纳带动120余名贫困

家庭妇女就业，实现人均月收入2500

元，培训内容涵盖种植、养殖、农产品加

工、手工编织、家政服务等，极大地提高

了该乡农村妇女的就业创业能力、思想

文化素质、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综合

素质能力，进一步推动了该乡脱贫攻坚

工作的全面发展。

本报讯（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王
晓冲王晓飞）“豆丹是豆天蛾的幼虫，

是一种嫩绿色的青虫。豆丹的养殖关

键在于提高成活率，未经选种的豆丹

埋入土壤中存活率不到10%，如果进

行选种复壮，成活率可提高到85%以

上。”7月15日，南乐县西邵乡李苑村

党支部书记李殿雨正在大棚里手把

手地教合作社里的农户养殖豆丹。

作为南乐县的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李殿雨不仅是李苑村的党支部书

记，更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路

人。2019年，李殿雨在外出考察学习

时，了解到豆丹养殖这一既不破坏土

地、生态环保，又投入少、见效快、收

益大的项目，和村里的党员集资流转

土地150余亩进行豆丹养殖，并将豆

丹养殖盈利的30%上交村集体，当年

集体收入即突破10万元。为让村民

都走上这条致富路，李殿雨持续探索

“党社联建，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成立润田豆丹养殖专业合作

社，目前已吸纳9名贫困群众入社，带

动20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今年上

半年经济收益已达38.5万元。“在县、

乡党委和政府支持下，我们争取了

100万元的扶贫资金，新建了42座养

殖大棚，预计全年产量将达到2.8万

斤,年销售收入突破170万元，集体

的收入也会再上一个台阶。”谈到合作

社未来的发展，李殿雨脸上充满自信。

“近年来，通过开展优秀农村实用

人才评选活动，我们着力培育了400

余名既有经验又懂技术的‘土专家’

‘田秀才’，先后为9200余名群众提供

种植养殖、产业发展、农作技能等服

务。”该县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落实津贴待遇，

在科研立项、经费资助、职称评聘等方

面给予政策扶持，使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在普及应用农村科技知识、推广科

技成果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的

‘主力军’作用更为明显，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滑县 田园变花园 增收不再难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尚明达李宇帆

西平县崔庄村 思变引得幸福来

南乐县

种植豆青虫 集体富起来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胡君华

淮滨县

一港一雪松 乡村有活力

宝丰县闹店镇
乡村小游园
群众大乐园

上蔡县小岳寺乡

小小猕猴桃 带富一方人

尉氏县南曹乡

巾帼助脱贫 成效暖民心

为培育农村“法律明白人”叫好

产业发展 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