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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水产品价格小幅回落

唐河县李岗顶村

800只大三花白鹅、土鸡寻销路

商水县黄寨镇

2万盆灵芝待销售

原阳县福宁集镇小吴庄村

“红分管理”提振精气神

小小公益岗扶贫大舞台
西峡县重阳镇芦沟村贫困户李新歧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申请了公益岗

位，负责芦沟村两个村民组的保洁工

作。同时他为村里的农户做些零工，经

常到山上挖山药卖钱，顺利实现了脱贫，

领取了光荣脱贫户的证书。（李界君）
生态扶贫促民增收
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创新扶贫机

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了区国投

公司和村集体共同管理、林业部门技

术支持、贫困户积极参与的生态扶贫

新模式，积极发展林业产业，让贫困户

脱贫思路活起来、步伐快起来、渠道多

起来、钱包鼓起来，使其在生态建设中

享受到更多的红利。目前，贫困户通

过土地流转收益、林木管护费，每亩可

为贫困户增收2000元。 （毛娟）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

员贺洪强 毛震）“全村的积分目前已经

达到了两万多分啦，在全镇的排名是第

一……”8月15日，在原阳县福宁集镇

小吴庄村，村级文书杜亚楠边操作手机，

边向记者介绍村里的红分管理情况。

据了解，小吴庄村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的发展原则，按照绿色生态、因地制

宜的发展思路，并以“红分管理”制度为

抓手，打造特色党建示范村，提振村民

们的精气神。

小吴村紧抓“红分管理”，鼓励党员

干部及群众通过争做好事、积累积分、

及时兑换的模式，着力形成“干部带头、

党员主动、群众自觉”的积极局面。“以

奖促治”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环保意识、

清洁意识，形成了“户分类、村收集”的

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切实改善了人居环

境。自开展“红分管理”以来，党员干部

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230多件，为困难

群众捐款3.2万元，义务劳动2600多人

次，且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文明家庭”

“党员之星”“优秀村民”等。村内全体

党员、村民代表、村民家庭、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群体比学赶超有目标、分类激励

有依据、实现价值有平台。

“这些鸡鹅都是散养在田间地头，

食青草、玉米和乡间虫草，肉质鲜美。

希望能帮我寻找销路。”8月16日，唐

河县桐寨铺镇李岗顶村养殖户李记得

给记者打来了求助电话。望着该出栏

的800余只滞销的大三花白鹅和土

鸡，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李岗顶村是省级贫困村，近几年，

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村民们不

等不靠积极寻找脱贫致富门路，2016

年李记得成立了五龙沟生态农业合作

社，开始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150余

亩，“西瓜红”红薯300亩，今年软籽石

榴已经进入盛果期。

借助石榴树下充足的青草，2019

年他开始在树下养鹅和土鸡。按照

“优中选优”的原则，白鹅选的是大三

花白鹅品种，鸡是农家笨鸡，加之平日

里的精心管护，品质非常好。

目前，大白鹅13元/斤、宰杀后白

鹅15元/斤，土鸡毛鸡20元/斤、白条

鸡23元/斤，突尼斯软籽石榴、“西瓜

红”红薯接受预定。眼下，这800只大

三花白鹅和土鸡已经到了出栏期，有

需求的批发商、餐饮企业和个人可与

李记得联系。

联系人：李记得
联系电话：18738705805

□本报记者冯佳志

8月16日，商水县黄寨镇杨营村

村民杨秀丽在自家食用菌场前，看着

长势喜人的药用灵芝但却没有好的销

路犯了愁。

杨秀丽已从事20年食用菌栽培，

具有丰富的制菌、种菇技术和经验，同

时还参加了河南农业大学食用菌种植

技术培训，村民们都称她为“蘑菇

王”。2010年杨秀丽回到家乡，在黄

寨镇人大的帮助下投资200万元创建

了食用菌场，不仅每年获得丰厚的经

济效益，还带动当地200多名村民及

贫困户种植蘑菇脱贫致富，同时还免

费为当地群众培训菌菇种植技术。

今年，她和丈夫李金明在原有品

种的基础上，悉心培育了2万多盆药

用灵芝，目前长势喜人，已开始销售。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食用菌销

售情况都不乐观，更不要说这新品种

药用灵芝了。这是我们两口子的心

血，这么好的东西，真不希望就这么毁

在自己手里。”杨秀丽说。

目前，药用灵芝的售价在每盆

100元左右，有需要购买的客商可与

杨秀丽联系，还可免费技术咨询。

联系电话：13838629767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乔连军

近日，郑州公交二公司三车队62路

调度员郭立静看到了7月29日豫民帮

忙报道的《新密市马沟村葡萄急寻销

路》一文，文中介绍一连几天的大雨，让

本来热销的葡萄出现了滞销现象，愁坏

了果农郑先生。曾经是农村姑娘的郭

立静特别能体会到果农的辛酸和不易，

很想去帮帮他们。她把自己的想法和

班组长及众车长一说，大家都不约而

同、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8月15日下午一点钟，

郭立静带领众车长浩浩荡荡来到了葡

萄园，直接联系果农郑先生说明来意。

郑先生看到一群身穿工装的车长来帮

助自己时，高兴得合不拢嘴。

尤其是年轻的车长们，他们一边采

摘葡萄一边发朋友圈，车长云悉更是把

采摘好的葡萄通过抖音平台发送出去，

现场直播带货，把葡萄的品种、外形、口

味、价格也作了一一介绍，不一会儿朋

友圈就有人下单了，我要5斤，我要10

斤，我要15斤……

仅仅一下午的时间，郭立静细算了一

下众车长朋友圈的带货量，居然达到了

1000斤。这让一旁的郑先生也直呼:“真

没想到居然能卖这么多。”郑先生这边的服

务也特别好，1000斤葡萄按顾客需求用礼

品盒装好，塞满了好几辆车的后备厢。

临走时郑先生一再拉着车长们说

谢谢，郭调度笑着说:“放心吧，在这个

葡萄销售季节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公交

助农，一助到底。”

公交车长直播带货
葡萄滞销巧变畅销
□本报记者 李躬亿通讯员周素锋

后续报道

8月12日，濮阳县

一些农村妇女正在学习

特色小吃制作技能。为

提升全县农村妇女的就

业技能，帮助她们增强

创业增收、脱贫致富的

本领，濮阳县妇联举办

“巧媳妇”工程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班，来自全县

各乡镇的150名农村妇

女将在为期10天的培

训里学习到状馍、凉皮、

白胡辣汤、油条等濮阳

县特色小吃制作技能。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

讯员 赵少辉宋素玲 摄

8月13日，由驻马店市总工会、驻马

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国网

驻马店供电公司承办的2020年驻马店

市电工（装表接电工、电力电缆工、送电

线路工）二类技能竞赛圆满落下帷幕。

据悉，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

培养电网发展需要的员工队伍，加强供

电设备运维市县一体化管理，提升相关

专业人员技能水平，驻马店市总工会、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驻马店供电

公司共同举办了此次竞赛。

竞赛立足提升一线技能、补齐专业

短板，重点面向基层，突出岗位技能，开

展岗位大练兵，以赛促训，旨在构建“统

一搭建平台、专业主导实施”的岗位技能

竞赛模式，统筹各专业市县一体化管理

需求，促进各专业市县公司员工业务能

力共同提升。

最终，经过为期3天的紧张比赛，竞赛

分别评选出了团体和个人一、二、三等奖。

（黄文静）

驻马店市电力行业技能竞赛活动圆满落幕

8月10日，记者在郸城县城关镇南关

小学采访时发现，学校图书室干净整洁、优

雅舒适，但书架上摆放的图书却屈指可数，

没有想象中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景象。

图书去哪儿了？“来借书的可多了，

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学生家长呢。”这是

南关小学图书室管理员梁希勤的答案。

“每到暑假，‘神兽’们的教育管理问

题就成了家长的烦心事儿。在家，担心上

网看电视难约束；外出，又担心有安全隐

患。”梁希勤介绍，学校把每周一定为开放

日，免费向学生提供图书借阅，还组织教

师志愿者为学生解答暑期遇到的疑惑。

暑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南关小学

五年级学生张浩雨来了两次图书室。“以

前放假只有假期作业，上培训班也就是

上课换个地方而已，没有放假的感觉。”

她表示，平时最喜欢看作文集和小说，看

作文集有利于提高写作水平，对下个学

期的学习也更有帮助。

图书去哪儿了？“图书在走访教师的

车篮、挎包里。”这是郸城县城关镇中心

学校校长朱全好的答案。

暑假以来，城关镇中心学校动员教

师与留守儿童结对认亲，开展走访帮扶，

为留守儿童送图书、送爱心，弥补他们缺

失的爱。“所以不管再远，我们也一定要

走到留守儿童学生家里，看看他们，帮帮

他们。”朱全好说。

9岁的刘世博是个聪明可爱的男生，

但胆小内向，班主任老师李艳华特意给他

带来了《我觉得我很棒》一书。“爸爸妈妈

一年回来一两次，只有他们给我打电话时

才能联系到。今年暑假，老师经常来家里

看我，还为我带来很多好看的书呢！”

图书去哪儿了？“图书在新少年宫，

在发展蓝图里。”这是郸城县教体局局长

罗明党的答案。“希望每一所学校都成为

师生沐浴书香的成长乐园。”罗明党说。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漯河市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尹

飞在居家隔离期间，毅然拿起画笔，以

“艺”战疫，绘制出一幅幅充满力量的水彩

作品，踊跃投稿，为身在抗疫一线的英雄

们谱写赞歌，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温暖，凝

聚力量，为祖国加油。

疫情期间，她创作的水彩作品《目不

转睛》和《最美背影》在“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在行动”中展出，

水彩作品《生命在线》在漯河市举办的“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主题书画活动中展出。

其中，水彩作品《安之若素》和《山花》参与

由浙江师范大学组织的“众志成城、抗击肺

炎”画作线上爱心义卖活动，尹飞将她义卖

所得2200元，通过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全

部捐献给武汉慈善总会，助力武汉抗疫。

2009年和2015年，尹飞的丈夫两次

被组织选派到非洲参加国际维和。作为

军嫂，尹飞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年幼的孩

子和患病的公公婆婆，家庭的重担全由她

一人担起，但她从不叫苦叫累，从不因自

己或家庭让身在维和前线的丈夫分心。

因表现突出，2015年尹飞被漯河市军分

区、市文明办评为“最美军嫂”。

在学校，尹飞努力探索实施美术教学

改革，尤其在线描教学活动中，她采取因

材施教、分层次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她根据小学生的心

理特点，在学生开始学线描时，选取学生

熟悉且新奇有趣、形状简单的物体作为绘

画对象，当他们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引

导他们画线条较复杂的内容。

由于学生基础不同，她几乎是一对

一辅导，累得整天嗓子沙哑，放学走在路

上眼睛都不想睁开，但她从没有放弃。

学校每年的艺术节，她所辅导学生的优

秀美术作品几乎挂满了综合楼的四层走

廊墙壁，近年来辅导百余名学生的作品

在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绘画活动中屡屡

得奖。2017年 2月和2018年 3月辅导

学生的科幻画获31、32届河南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2019年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书画摄影

展”中她被评为省级优秀辅导老师。

因工作成绩突出，尹飞被评为省级骨

干教师、市师德先进个人、县级优秀教师

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儿童水墨画及其教学

的思考》《我的小学线描教学》获省级一等

奖；绘画作品《特种警察》和《小动物过冬》

被教育部重点课题用书《机灵猴》收录。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作为“最美军嫂”、

人民教师，尹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为“师

德”二字注入了更多内涵，做了最美的注脚。

漯河市实验小学教师尹飞

最美军嫂以“艺”战疫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谢勤业 张伟

暑期学校的图书去哪儿了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本宝 胡健康 王洪振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

体以稳为主。

猪肉价格震荡回落，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53.2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24%;牛肉零售均价为75.12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0.01%；羊肉零售均价为

73.91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7 %。

高温天气延续，加之高肉价对消费的抑制

作用，猪肉终端消费依旧疲软，价格震荡

回落。目前市场猪肉供应依旧偏紧，加之

学校开学，需求增加，预计近期猪肉价格

仍将延续高位。

鸡蛋价格下跌明显，上周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7.47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7.20%；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86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下降1.81%。8月底学校陆

续开学，集中消费逐渐恢复，预计近期鸡

蛋价格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

蔬菜价格持续上涨，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5.27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15%。由于近期天气多变，主产区蔬菜

产量减少，外地菜储藏调运成本增加，市

场供给减少，预计蔬菜价格仍有上涨的可

能。

水产品价格小幅回升，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8.7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0.34%。上周淡水鱼、虾均出现不同程

度上涨，一方面受前期天气原因养殖户为

规避风险出塘意愿较强，加之淡水鱼又处

于生长期，存塘和捕捞减少；另一方面受

国际疫情影响，国产虾类需求增加，导致

价格上涨。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海产

品将大量涌入市场。预计近期水产品价

格有小幅回落的可能。

水果价格小幅下跌，上周全省水果零

售均价为10.4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86%。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市场库存压力

较大，预计近期水果价格或将继续回落。

□本报记者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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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8 月 16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20077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3、10、16、

21、25、27，蓝球号码为12。

当期双色球头奖27注，单注奖金为584万多元。这

27注一等奖花落8地，河北2注、山西5注、浙江2注、重

庆1注、河南11注、湖北2注、广东1注、广西3注，共27

注。二等奖开出326注，单注金额8万多元。当期末等奖

开出846万多注。

数据显示，河南11注头奖，花落7地，郑州4注、安阳

2注、开封1注、新乡1注、许昌1注、周口1注、驻马店1

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3，三区比为2∶2∶2；奇偶

比为4∶2。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隔码03；两枚斜连号16、

21；三枚重号10、16、27；一组奇连号25、27；蓝球则开出

12。

当期全国销量为3.76亿多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9.6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

万元。 (豫福)

头奖井喷
河南彩民收获11注双色球头奖

2020年8月16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0077

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为：03、10、16、21、25、27，蓝球号

码为12，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27注，分落河北、山西、

浙江、重庆、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八地，其中仅河南一省

中出11注，成为当期最大的赢家。数据显示，河南11注

头奖，花落7地市，郑州4注、安阳2注、开封1注、新乡1

注、许昌1注、周口1注、驻马店1注。

8月17日上午10时，郑州彩民张先生（化姓）来到省

中心大奖兑奖厅，紧张中有些兴奋地说：“真没想到，机选

五注竟然中奖了，多亏投注站老板及时发布群消息，要不

然都没顾得上看中奖号码。”

8月17日上午11时，郑州彩民李先生（化姓）也急匆

匆地赶来，笑着说：“来郑州出差，没想到机选投注10元

的彩票，竟然中出个大奖！”

8月18日上午10时，许昌彩民吴先生（化姓）带着家

人来到省中心大奖兑奖厅，“买了十多年彩票，这次终于

机选中大奖了，真幸运！我们许昌就中我一注。”

截至8月18日上午，11名大奖得主中，已有3名大

奖得主前来兑付，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郑重提醒大

家：请妥善保管自己手中彩票，认真核对！ （豫福）

河南11注双色球头奖得主陆续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