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孙雅琳巴富强

酷热的三伏天，夏种秋收的玉米开

始冒红缨，刚刚参加了高考、中考的学

生娃，正在蝉鸣蛙叫中等候人生的一次

检阅。

在以教育而闻名的郸城县，今年高考

迎来了多项“省市第一”：报名人数达

16890人，其中一本上线首次突破4000

人，达4217人（不含艺体生和对口升学），

较去年增加509人，全省第一；本科上线

首次突破1万人，全省第一；600分以上

1931人，700分以上11人，高分层人数全

省第一，考生张珏以裸分717分获周口市

理科第一名；河南省理科前10名该县占2

人，全省第一。

今年郸城的中考成绩同样“一骑绝

尘”：全县中考报名人数17989人，500分

以上考生1518人，占全周口市的1/3以

上，为3年后的高考储备了大量种子选

手。

取得这样傲人的成绩，得益于郸城县

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将教育视为最大

的民生工程、最大的扶贫工程、最大的发

展工程。

“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

名校引领、打好根基、均衡发展的教育思

路，为农村‘后浪’助力，为乡村振兴蓄

能。”郸城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明党

说。

渴望

7月28日，10岁的刘灿灿站在郸城

县东风乡郑庄中心小学门口，羞赧地说：

“我要好好学习，让爸爸妈妈不再受累。”

学校斜对面大约50米远的道路另一侧，

是她家的冬瓜地。

66岁的王克才是附近孙庄村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儿子和老伴儿患有精神疾

病，儿媳远在青岛打工，两个孙女一个孙

子目前都在郑庄中心小学读书。3个孩

子是这个家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希

望。说起3个孩子上学的事，王克才老泪

横流：“如果不是王岗校长和于金梅校长，

孩子们早就退学了。”

王岗和于金梅，正是郸城县“一家两

代三口接力办好农村小学”的感人事迹的

主人公。

从父亲王国学手里接下接力棒的王

岗，是郑庄中心小学原校长，也是现任校

长于金梅的丈夫，2019年3月21日深夜，

他突发脑出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

37岁。

忍痛送走爱人，于金梅擦干眼泪，又

毅然接过丈夫的接力棒。2001年毕业于

沈丘师范的于金梅，不仅是校长，是英语

老师，还是郑庄小学宿舍的陪寝员，她和

学生同吃同住，学校早已成了她的家……

如今的郑庄中心小学，有3幢漂亮的

教学楼和综合楼，有一幢两层楼的学生餐

厅，宿舍也装上了空调，从一个濒临关门

的乡村小学，发展成如今拥有在校生210

余人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

和城里的小学一样，郑庄中心小学

先后开设了广播社团、美术社团、舞蹈社

团、羽毛球乒乓球社团，目前教授这些课

程的是到这里支教的大学生。于金梅

说，缺乏体音美教师是农村学校的硬

伤。2019年9月，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

南师范大学在郑庄中心小学设立了支教

点，每年都要派大四实习的学生来这里

支教。

“把这个学校办好，让农村孩子在家

门口有好学校上，也算是我对他最好的交

代。毕竟，我们十几年共同生活的时光，

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于金梅说着，把脸扭

到了一边。

守望

于金梅传承公公和丈夫对教育的坚

守，同样坚守的还有汲水乡中心校校长王

志云。

7月29日，在因漏雨拆掉两块天花板

能看见房顶瓦片的办公室里，王志云笑着

介绍说，汲水乡距离县城较远，与邻县鹿

邑接壤，现有初中在校学生1716人，小学

在校学生5465人，幼儿园在园学生2645

人，全乡受教育人数近万人，每年升入郸

城一高的学生都有三四十名，“过去有学

上，现在上好学”是他重复好几遍的一句

话。

王古同小学是王志云校长眼中的好

学校。有14棵50多年树龄的龙柏整齐

地排列在校园主干道两侧，14名教师负

责教授全校的220名学生，其中寄宿生有

50多名。人到中年的王呈兵既是校长又

是语文老师，还是学校的维修工，学校餐

厅的不锈钢椅子，都是他一颗一颗螺丝钉

固定结实的。

在王古同小学，从老师到学生，规范

写汉字、读书看报是每日的功课，甚至为

了培养孩子们文明就餐的好习惯，餐桌

上还细心地粘贴了学生的姓名贴，饭后

做到桌面净地面净，而安装有电热水器

的淋浴间，更是刷新了记者对乡村小学

的认知。

2016 年考入北京大学的王志坤、

2017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王文轩，都曾是

王古同小学的毕业生。学校的教学质量、

校园环境、教师队伍不光得到本村群众的

认可，就连附近鹿邑县的一些家长也把孩

子送到这里上学。

距此不远的汲水二中也是王志云校

长眼中的好学校。“2017年至今，我们学

校升入郸城一高的学生百余人，连年在全

县乡镇中学位居第一。”汲水二中校长陈

法杰介绍说。

成绩的背后，是一群朴实的乡村教师

的辛苦付出和守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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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在范县龙王庄镇龙东水

产养殖基地，一阵雨过后，虾塘边，嫩草

沾着水珠。塘中央，吴端品蹲在船边，

双手拽着绳，顺势一拉，地笼里张牙舞

爪的小龙虾就“面世”了。

“看到没，这小龙虾肚子白、个头

大、体型健美，是名副其实的‘白腹

美’！”龙东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宋艳辉

介绍，养殖基地共有38个坑塘，占地

1000亩，距黄河6公里，直接引黄河水

入池塘。因为黄河水含沙量大，沙子沉

到塘底，小龙虾在塘底爬行时，腹部经

过与沙子长时间摩擦就白了，所以这儿

的小龙虾被人称作“白腹美”。

“‘白腹美’小龙虾，不仅让这儿的

环境变美了，也让老百姓的日子变美

了。”龙王庄镇镇长李涛说，“这原本是

镇上最大的一块连片涝洼地，废弃坑塘

较多，盐碱易涝，种植其他农作物收成

不好，就一直闲置，如今变废为宝，废旧

坑塘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聚宝盆’。”

龙东水产养殖是范县县委、县政府

确定的“五大扶贫产业”之一。经过考

察调研，2019年，范县通过招商引资的

方式，引进山东济宁的一家公司，投资

1200万元，建设了龙东水产养殖基地。

“养殖基地现在每亩可以出笼成虾

400斤，每天有2000斤左右的订单，以

每斤25元的价格卖到郑州、济南、南京

等地。”宋艳辉说，小龙虾口味好，销量

好，每亩的净利润大约5800元，800亩

净水面年产值46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

可观。

目前，养殖基地周边的李鲁元、吴

桥、徐胡同等15个村把集体经济资金投

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下转第二版）

看河南六稳六稳六稳六稳六保六保

“语文133，数学145，英语146，理

综293，总分717！”这是今年17岁的张

珏的高考成绩单。

“7月24日晚上，我提前5分钟打开

了河南高考成绩查询入口，看到分数的

第一眼有点不敢相信，马上截了张图就

退了出来，等想再进去看看时，网络已

经堵车进不去了！”7月28日晚，张珏回

忆起几天前的情景，还是有些许激动。

眼前的张珏，一米八的个子，穿着运

动T恤和短裤，稚嫩清秀的脸上戴着一

副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神清澈明亮。

张珏毕业于郸城一高，是该校的理

科第一名，也是周口市理科第一名（裸

分）。

“我中招的成绩也不是太突出，到

了高二才慢慢追上。”张珏谦虚一笑，拒

绝承认自己是“学霸”。

记者不厌其烦，不断套路“学霸”压

箱底的“学习秘籍”。

“一个是多做题，做的题越多，解题

速度就越快，速度越快，就能做更多的

题。做一份数学卷子，我常常能提前40

分钟做完。另一个是整理错题本，一开

始自己做错或不会的题，整理过一次，

解题思路基本就能记住，整理多了也培

养了自己的解题能力。”张珏说得轻描

淡写。对于让很多高三学生头疼的刷

题，他也语出惊人：“我喜欢刷题，刷题

使我快乐、有成就感！”

张珏的妈妈高东红说，张珏还有一

个大他12岁的姐姐，他是家里人比较喜

欢的小儿子。她在学习上对张珏没有

过高的要求，除了小学时让他参加过速

算比赛外，还引导他背古诗词，前前后

后大概会背170首。

而现在的张珏，更喜欢读东野圭

吾的推理小说。在学习之余，他偶尔

也喜欢看看《速度与激情》这样的好莱

坞动作大片，与普通的阳光少年并无

二致。

张珏从小练习书法，写得一手漂亮

的毛笔字，一幅《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隶

书作品，整齐端庄，用笔精巧流美、规范

大气，至今仍被妈妈用作微信头像。

张珏今年报考了北京大学元培学

院。“本科打算先学习数学，数学是基础

学科，到了研究生可以再转其他专业，

比如计算机金融！”这个不爱说话的大

男孩，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思路清晰，“我

喜欢看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
拉利写的《今日简史》，这本书和他的另

外两本书《人类简史》《未来简史》是‘简

史三部曲’系列。读完这本书，我最大

的感触是，如果单一学习一个学科，按

照现在的社会发展速度，很快就会被淘

汰，书中说将来人类可能5年就要换一

份工作。选择学习数学这门基础学科，

不管是将来继续深造还是就业工作，都

会提供更多的可能。”

本报讯（记者李政）8月4日，记者

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我省将计划招聘

766名特岗全科医生（岗位设置在县级

公立医疗机构，专门用于聘用派驻乡镇

卫生院工作的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工

作。

届时，具有执业医师资格，执业范

围注册为临床类别全科医学专业或中

医类别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务人员或具

有执业医师资格，经过省级卫生计生部

门（含中医管理部门，下同）认可的全科

医生规范化培养、转岗培训或者岗位培

训并考核合格的医务人员或具有执业

医师资格，从事临床医疗工作3年以上

（含3年），能够胜任全科医生岗位的医

务人员（一般应具有二级以上医院工作

经历）皆可报名参加。

据了解，特岗全科医生到基层工

作后，乡镇卫生院要与其签订聘用合

同，聘期不少于4年。在服务期内，我

省明确：中央和省级财政对特岗全科

医生按年人均不低于6万元的标准安

排岗位津贴，特岗全科医生年度考核

合格后，由县级公立医院进行发放。

同时，市、县级财政可根据当地实际给

予适当补助。特岗全科医生聘期满

后，鼓励留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按有关

规定将其纳入常设岗位，并纳入乡镇

卫生院编制管理，优秀者可聘任到领

导岗位。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扫一扫更精彩

人孝百愿成，家和万事兴。乡风

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

一，村民富起来之后，如果乡村风气不

好，真正的乡村振兴也无从谈起。睢

县胡堂乡通过立家规、定家训、正家风

和开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举办

孝善文化节等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引导乡村两级干部和广大村

民自觉以孝立身、以孝兴家、以孝兴

村，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

全社会的好风气，进而提升了村民个

人品德，促进了家庭和睦，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李窑村位于睢县胡堂乡，共
有 128户660人，710亩耕地，以
种植玉米、小麦、辣椒为主，2018
年积极培养村主导产业，贫困户
种植和流转土地种植辣椒面积达
120亩。2018年以来，该村积极
打造豫东孝心第一村，改变一味
“等靠要”的旧观念，走出勤劳致
富的新路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戴晓涵

▲村民自编自演的舞蹈《婆婆也是

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戴晓涵摄

▶孝善文化节上全村人分享孝老

宴。 孟亮摄

养殖“白腹美”敲开致富门
范县小龙虾水产养殖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代珍珍

717分“学霸”养成记
□本报记者孙雅琳

郸城 助力农村“后浪”蓄能乡村振兴

我省将招聘766名特岗全科医生
派驻乡镇卫生院工作，聘期不少于4年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解决农村住

宅用地没规划、缺计划、无指标问题，满足农

民合理住宅用地需求，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

体系正加快形成。

记者4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进一步做

好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

作，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问答》明确，2020年年

底前完成全国农村地籍调查，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登记率达到80%以上。明年年底前

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房屋登记资料

清理整合，数据逐级汇交至国家不动产登记

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农村不动产统一登记加

快推进，将为保障农民合理建房用地、保护耕

地提供产权保障。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江

华安说，清理乱占耕地建房，离不开保障农村

居民建房合理需求。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

部印发的《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

通知》明确了宅基地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

镇审批程序。按新土地管理法，两部门明确

宅基地和村民住宅规划许可实行一表申请、

合并办理，由乡镇人民政府一并发放农村宅

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根据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进一步简化集体建设

用地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

农村宅基地管理体系正加快形成

李窑的孝与笑

“一辈做给一辈看，一辈带着一辈

干，孝老敬老好民风，一代一代往下传

……”8月1日，记者走进睢县胡堂乡李

窑村时，群众正在激情饱满地排练自编

自演的快板节目《百善孝为先》。“词都是

我们自己写的，这些节目今后都要在村

里的孝善活动上表演呢。”胡堂乡党委书

记徐照华说。

徐照华口中的孝善活动是李窑村定

期举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和孝善

文化节。近年来，李窑村通过开展一系列

孝善活动，净化了乡村风气，促进了邻里

和谐。

“奶奶，您身体挺好的吧？”“你好

啊！我耳背了，好好好……”记者走进村

民赵先启家时，93岁的赵宋氏正安详地

坐在院中。

她虽然听不清，但仍然不停地挥手，

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我买的第一台空调就放在我母亲

这屋了，到现在我们那屋都没装空调

哩。”为了方便照顾母亲起居，赵先启把

自己的床搬到了母亲的房间里。“虽然母

亲年龄大了听力不太好，但每次村里的

孝善活动她都赶着参加。”赵先启说。

2018年6月起，李窑村每周五邀请

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与村民们共同探

讨孝善文化，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台上台

下互动热烈，气氛活跃。

“大讲堂上也经常会播放一些纪录

片。前不久播放了一部记录母亲剖腹产

生产过程的片子，我母亲和媳妇看完都

很有感触，母亲更是眼眶里泪珠直打转

……”赵先启说。

农历每月二十五是李窑村孝善文化

节的举办日，在不少村民眼里，这一天比

过年还热闹，上到90多岁的老人，下至

两三岁的小孩儿，都参与进来，数百人在

广场上忙前忙后，和面盘馅儿，包饺子端

饺子，不分你家老人我家老人，大家高高

兴兴为老人们摆孝老宴。

“好饭尽着父母吃，好衣尽着父母

穿，好房尽着父母住，好景尽着父母看

……”孝善文化节开始前，全村人齐读孝

善誓词，男女老少共同为65岁以上老人

包饺子、演节目，给老人洗脚……“给婆

婆洗脚的时候摸着她那双粗糙的脚，特

别能体会她多年来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

扯大有多么不容易。”赵先启的爱人说。

“媳妇和婆婆吵架吗？”

“没有！她嫁到我们家20多年，从

来没跟我母亲红过脸，我搬到母亲房间

里住，她也没有过怨言，我媳妇这些年为

这个家付出了太多……”说起自己媳妇，

赵先启脸上满是骄傲与自豪。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

然打乱了李窑村村民的正常生活节奏，

但是李窑村的孝善活动并没有按下暂停

键。大家通过互相赠送口罩、村口志愿

执勤等形式，继续将爱传递下去。

一系列孝善活动消除了家人之间、

邻里之间的误会，营造了和谐，李窑村人

的日子越过越美，笑容越来越多，幸福指

数越来越高。

2019年5月29日，河南省孝文化促

进会授予李窑村“河南省首批孝心示范

村”称号，授予胡堂乡“河南省首批孝心

示范乡镇”称号，同时与胡堂乡政府签订

合作协议，成立中原孝学院豫东孝善分

院，共建共创豫东孝善第一乡、豫东孝心

第一村。

李窑人因孝而幸福，李窑村因孝而

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