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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媒总编走基层 乡村振兴中原行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世
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党支部

书记，我必须带头发展食用菌这个产业，

带动村民和贫困户致富奔小康。”8月20

日，清丰县固城镇吕家村党支部书记陈

俊霞说，作为豫北地区最大的球盖菇生

产基地，每天发往上海的冷链物流车就

没有停过，每天3000公斤，这只能让他

们“吃个半饱”。

陈俊霞说的球盖菇基地指的是

2016年建在吕家村地盘上的近200亩

156个菌棚，每个菌棚540平方米，每个

菌棚赢利4500元左右，带动贫困户55

户150多人就业，户均收入1.6万元。

自2017年以来，清丰县大力实施

“党建+扶贫+食用菌”工程，推行“党建

作保障、政府作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

作示范、贫困户作股东、种植户作产业”

的产业扶贫新模式，累计投入资金2亿

多元，新建食用菌基地70个、标准化大

棚1.2万座，种植总面积突破1300万平

方米，培育壮大龙丰、瑞丰等“丰”字系企

业12家，食用菌产业年综合产值达15

亿元，带动1.5万名贫困户参与产业发

展，户年均增收1.6万元。

该县实施的“党建+扶贫+食用菌”

书记工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充分发挥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

众优势，全面调动县乡村三级党组织力

量，通过建设更多标准化示范基地，吸引

更多企业、种植户参与产业发展，推动食

用菌产业成为全县支柱产业。县乡村三

级党组织分工协作，乡镇建设示范基地，

县级领导干部包棚，县直单位联乡建棚，

党员干部创业建棚，工程推进高效有力。

如何拓展市场？清丰县适时规划

中心批发市场和乡镇分市场，培养食用

菌经纪人，及时发布市场行情；与淘宝、

京东等电商携手，搭建“互联网+食用菌”

销售平台；推行“企业+贫困户+订单回购”

的模式，贫困户购买企业菌种，企业负责

产品回购；设立产业发展风险基金，当市

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企业托市收购，政

府给予资金支持或差价补助；对接中原农

险等保险公司，增设食用菌大棚保险，减

少因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损失。

如何示范带动？清丰县引导县级

单位党组织联乡建棚200余座，乡村党

组织带头建棚包棚6000余座，产业规模

迅速壮大。积极引进省内外菌种繁育

和食用菌生产加工企业，给予贷款支持

和资金补贴。设立食用菌发展专项资

金，为食用菌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目前，该县金融扶贫贷款已放贷

2.59亿元。依托龙头企业资金、技术等

优势，优先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岗位实

践，吸纳贫困户务工就业。

“作为镇级党委书记要变成食用菌

专家型的干部，带头干好产业，努力实施

好‘党建+扶贫+食用菌’产业富民的书

记工程，撑起‘党建伞’，念好‘蘑菇经’，

打好‘清丰牌’，鼓起‘钱袋子’，将这条特

色产业之路走稳走好走到底。”固城镇党

委书记宋振山深有感触地说

清丰“三级书记”撑起致富梦想

□本报记者王泽远宋朝黄红立赵博

3000多年前，召公巡行途经宜阳，甘棠树下听民意解民忧，教授

百姓养桑耕种，留下了亲民爱民的佳话，百姓从此过上了“民给家足”

的幸福生活。

3000多年后，一个雨后的夜晚，宜阳洛河水畔凉风习习，一盏盏

霓虹灯诉说着夜经济的繁荣。淙淙流水声伴着酒杯碰撞声、歌声、笑

声回荡在河两岸，整座宜阳城仿佛随着幸福的音律跳动起来。

环境美了、收入高了，流淌在宜阳人心中的幸福，远不止这些。

幸福藏在青砖黛瓦下

“1、2、3,笑一个。”

8月13日，宜阳县香鹿山镇赵老屯村的一处青砖黛瓦下，一个戴

着牙套的小女孩正努力咧开嘴。咔嚓一声相机响，记录下小女孩天

真顽皮的笑容瞬间。

小女孩名叫胡锦楠，刚和爸妈从洛阳市涧西区来到这里。一进

村，只见屋檐下，农民把一串串金黄的玉米挂在墙上，组成一幅幅风

格各异的“玉米画”，城市里的孩子便挪不动脚步。

“我们村从隋唐时期就是屯兵住所，在规划乡村民居时，就想着

怎么把传统的建筑风格保留下来。”赵老屯村党支部书记张公伟说，

经过和村民讨论，我们保留了古建筑，确定了沿用“小青砖、黄土墙、

半坡顶、砖木门”的传统豫西民居风格。

不仅是民居改造，垃圾分类、污水治理、改厕等一系列措施，正重

塑、美化着这个小山村。

“经过居住环境整体改造，村民都说现在住得更舒心了。”张公伟

说，村里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后都不想走了，看见村大路边的第二家

没，他是连云港市的人，长租了村民一间房住在这里，愣是从市民成

了“村民”。

改造后的老街、老院、老窑更美了，赵老屯村的青砖黛瓦下常常坐

着喜笑颜开的村民和游客，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小山村正在“屯”起村民的新生活。

不只是赵老屯村，25公里外的陈宅村也享受到了村居改善带来的“幸福时代”。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站在村口向里眺望，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徽

派建筑跃然眼前。一条蜿蜒的石渠引来了洛河的清水，潺潺流水带动着水车轻轻

旋转，恍惚间，似乎来到了江南水乡。

“家家都修了水冲厕所，还能洗热水澡，家门外种满花和树，还有一渠清水，俺

们这日子美吧！”谈起村居村貌的变化，陈宅村党支部书记于铁伟透露着得意。

也许是留恋这里的美景，离村口几十米远的一棵柿子树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

一个西瓜大小的蜂巢，蜜蜂也把家安在了村里。

改善村居后，来陈宅村拍照游玩的人也多了。村里的年轻人也不再往远处打

工，有的在家当起了专职厨师，有的建起了民宿，准备大显身手。

对漂泊一族而言，在家工作的“幸福”正成为陈宅村村民的“标配”。

幸福就在绿水青山间

“你可别后悔，我要将军了。”话音刚落，啪一声，“大炮”瞄准河对面的“帅”。

“不行不行，我退一步。”

宜阳县城区洛河岸边的一棵柳树下，张改正和董安红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

张改正和董安红今年都是65岁，两人一个是锦屏镇八里堂村村民，一个是城关

镇居民。因为爱下象棋，滨河南路上洛河旁的一棵柳树下，成了他俩切磋的地方。

“我们已经在这下了５年棋，成了棋友们的‘根据地’。”董安红说，原来河两边

光秃秃的，现在小游园不远就有一个，这几年洛河两岸变得越来越美了。

不只引来了棋友，一泓清水，加上500米之内4米的落差，还让皮划艇激流回旋

基地落户这里。

2015年，作为我国北方唯一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皮划艇赛道，宜阳皮划艇激

流回旋赛场建成以来已经举办了许多次高规格赛事。

“在洛河宜阳段62.5公里的流域内，我

们按照‘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的

目标，沿河建了许多小游园，提升了绿化。”

宜阳县水利局总工程师王宜涛说，经过生态

治理后的洛河宜阳段，不仅有面子，更有里

子，我们还按照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加固

了堤坝，让河两岸的百姓既开心，又安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侯子罡魏唯

从残疾人贫困户到脱贫户，从脱贫户

到党员，从党员到村党支部书记，自强不

息让他实现了诸多身份的转换和超越。

从突遭不幸到重新站起，从逆境中脱贫到

带领全村致富，从重塑自我“顾小家”到超

越自我“为大家”，他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一名村党支部书记

的奉献和情怀。

他就是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

书记李健。

身残志坚奔小康

2011年年底，当时作为电工的李健

在修理变压器时被高压电击中，因伤势过

重，送到医院时医生都“灰心”了。凭着超

人的意志，做了八次手术，李健摆脱了死

神的魔爪，医生说他能活下来真是个奇

迹。当李健想要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才

知道家中为了给他治病，不仅花光了全部

积蓄，还欠下许多债务。看着年迈的父母

和两个正上学的孩子，还有一张张借条，

刚能自理的李健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2014年，李健家被认定为深度贫困

户，开始享受贫困户政策。经过多方咨

询，李健决定种植大葱。他筹资30余万

元，流转120多亩土地种大葱。每天天不

亮就去田里干活，夜晚才回家。经过辛勤

劳动，大葱虽然丰收了，但因遇上滞销，李

健还是赔了25万元。

在李健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镇党

委书记来了，包村干部、帮扶责任人来了，

帮他协调贷款、学习食用菌和蔬菜种植技

术，让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在县、

镇、村三级“志智双扶”下，2016年，他承

租100多亩土地，种植了60亩大葱、20亩

花生、16亩玉米、5亩枇杷树、4.3亩水稻，

加上贫困户入股分红、种粮补贴等收入，

李健获利颇丰，扣除工本、还了欠下的外

债，还净赚13万多元，光荣脱贫。脱贫后

的李健继续奋斗，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薪火相传送关怀

李健深知，脱贫摘帽离不开政策的

帮助，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帮扶，离不开

党组织的关怀。他向党组织郑重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严格考核，2015年

的 6 月 25 日，李健如愿以偿，光荣入

党。

入党后的李健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生

活的这个小村庄。付楼村辖6个自然村，

8个村民小组，549户，1912人，贫困户

230户841人，是省级贫困村，村民大多

数生活水平较低。

李健承包了几百亩地，种植大葱、木

耳、香菇等，吸纳村里的贫困户去务工；免

费为村民讲解传授技术，（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杨青）8月 25日上

午，“惠运动·豫美好”2020河南省体育

健身优惠券发放启动仪式在郑州龙湖

全民健身中心举行。

据介绍，在4月17日召开的河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省体育局向社会公布了促进体育消费

的相关举措，将从省级体彩公益金中安

排专项资金600万元，在郑州、洛阳、新

乡、焦作四市进行试点发放优惠券，用

于消费补贴，提振体育消费市场，促进

体育行业复工复产。

“补贴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

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15个体育运动

项目。”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介绍，通

过前期准备，试点城市共有170多家场

馆及企业参与了相关服务活动，参与企

业将通过发放折扣卡券、体育用品优惠

券等优惠项目形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体育健身。体育优惠券将于9月1

日正式开始发放，每周一次，每次有效

期一个月。

助力乡村振兴
新乡邮政在行动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信阳“多彩田园”激发乡村活力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我们将发展产业作为稳定脱贫的

根本之策，突出特色，创新机制，以‘多彩

田园’为抓手，强力推进产业扶贫。”8月

25日，谈及脱贫之策，信阳市副市长胡

亚才说。

近年来，信阳市以“多彩田园”产业

扶贫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探索建立

“特色产业+园区+贫困户”“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电商产业+技能培

训+贫困户”等多种产业扶贫模式，培育

了一批特色产业，建成示范基地1948

个，累计带动贫困户9.4万户、带动贫困

人口30.2万人、带动贫困村860个，覆

盖率93.5%。

“茶旅融合”闯出脱贫新路

一垄垄茶树铺满山头，青翠欲滴。

“真美！”从郑州来浉河港旅游的郝

女士被眼前的美景迷醉了。赏完美景，

郝女士一行人来到附近一农家餐馆，品

尝地道的信阳菜。

餐馆老板说：“今天星期六，游客较

多，净收入有1000多元！”

近年来，信阳市全力做好茶文章，

稳定种植面积，拉长产业链条，打造产

品品牌，推进“茶旅游融合”发展。

目前，信阳毛尖品牌价值达到

68.86 亿元，全市茶园面积达213.8 万

亩，产值122亿元，带贫企业和合作社

300多家，带动3.5万建档立卡贫困户约

10万人脱贫。浉河区采取茶园入股、订

单回收、务工就业、发展茶文化旅游等

方式，直接带动1.1万贫困人口脱贫。

油茶成“脱贫致富树”

刚下过小雨，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

内满眼翠绿。

一大早，75岁的村民陈文珍就扛着

锄头，来到茶园给茶树除草。陈文珍在

这里已经干了十多年了，老伴在油茶园

巡山、监工，每年老两口有3万多元收

入。现在老两口不仅脱了贫，孩子还在

县城买了房和车。“油茶树就是我家的

致富树！”陈文珍笑着说。

信阳市创新“林权变股权、补助资

金作股金、林农当股东、保底分

红、利益共享”运行机制，发展油

茶面积 89.55 万亩，油茶加

工企业 20 多家，带动贫困

人口3.7万人。

“稻渔共作”
开拓脱贫新思路

稻穗微微泛黄，潢

川县踅孜镇八里村文尧

水产养殖基地，工人正将

一网网小龙虾从水稻下面的

水田里打捞上来，装车运走

售卖。

“我们将传统的稻田进行改

造，在四周挖沟，然后在沟中注水，

再将虾苗放入沟中养殖。”该基地负

责人卢勇说，稻虾种养结合的模式亩产

龙虾150公斤、水稻400公斤，每亩纯收

益3000元以上。

信阳市打造“一地两用、一水双

收”生态种养模式，推进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开发、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运

作。全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102万

亩，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参与稻渔

种养贫困户1.3万户，相关农民专业合

作社及各类经营组织1304个，创建国

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4个、省

级17个。

（下转第二版）

农村党组织书记群英谱

自强不息 坚守初心
——记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

河南体育健身优惠券9月起发放

宜
阳

绿
水
青
山
幸
福
城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些成绩的

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脱贫

攻坚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要强化总攻责任、形成总攻态势，重点做好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消费扶贫、兜底保障等工作，一鼓作气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今日起，本报推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系列报道，全面展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工作成效和拼搏奋斗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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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8月25日电近日，粮食浪

费成为公众关注热点。不过，相比司空见惯

的“舌尖上的浪费”，我国粮食从生产到加工

链条上的损失鲜为人知，但同样触目惊心。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显

示，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

损失量达700亿斤。而四川省2019年的粮

食产量为699亿多斤。

在记者近日的调查中，粮农、农业干部、

农业专家普遍反映，粮食收割环节的损失非

常突出，不要说颗粒归仓，有的机收损失率甚

至高达10%。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陈志认

为，目前，我国农业收割机主要存在作物损

失和损伤两大通用技术难题，部分玉米机

收总损失率和总损伤率均高达10%。中国

农业大学武拉平等学者在调研中发现，水

稻和小麦的机收环节损失率分别为3.83%

和4.12%。

“我国农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收割机性能

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操作人员素质优

化、抗倒伏粮食品种的研发，还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

启臻告诉记者。

我国粮食收割环节损失惊人

潢川县稻虾共作养殖户在捕捞小龙虾。蔡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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