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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我这个香皂花厂，干活儿的大部分都是村里和附近的留守姐妹，一个月最少发

出去工资11万元。”1月24日，在鲁山县张良镇盆窑村，村民孙艳自豪地介绍道。

孙艳今年44岁，原先在张家港打工，2004年10月回到家乡，成立了鲁山县鸿运

绢花厂，专门生产香皂花。

“刚开始那会儿规模小，只有20多名工人。由于注重质量，慢慢地和义乌那边

的经销商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如今最多时有50多个工人呢。”孙艳说道。

当天，在制作香皂花的一个车间，盆窑村的相花苹、孙玉琴等留守妇女，有的在

机器上压制香皂花瓣，有的在手工制作香皂花，淡淡的“花香”飘满了整个车间。

“香皂花里面含有香精，味道闻起来挺不错的。订单多时，我一个月能拿2300

多元的工资。在村里干活儿，也不耽误接送孩子上下学和给家人做饭，挺不错的。”

相花苹说道。

除了使用本村及附近留守妇女进厂务工，孙艳的香皂花厂还采取“公司+农户”

的方式，把制作香皂花的花瓣、花托、花蕊、叶子等分发给留守妇女和老人，让他们在

自己家中制作香皂花，然后按时回收。分散制作香皂花除了有张良镇的一些村外，

还辐射到附近的马楼乡、磙子营乡等，共有零散户80多户。

“农闲时一个人在家里不紧不慢地干，一天也能挣二三十元，够一家人几天的花

销了。”盆窑村党支部书记张成远介绍道。

孙艳的花厂，一年能生产出香皂花1万多件，一件里面装花576~1600朵。产品

有两层水花、三层水花、五层水花、玫瑰单支、康乃馨单支等不同品种；颜色有黄、红、

粉红、浅紫、浅蓝、七彩等30多种，然后通过义乌经销商，出口到越南、韩国等国家。

勤劳致富后，孙艳也没少出钱出力给村里办好事，前几年盆窑村连唱3年大戏，孙

艳每年都捐出5000元份子钱。孙艳的家就在村中的文化广场旁边，每当有集体活动

时，她就免费提供瓜子和茶水服务。村室里面摆放的“鲜花”，也都是孙艳免费提供的。

“回到家乡创业，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有活儿干、有钱赚，力所能及地给村里做些

好事，我也感到挺有意义的。”临别时，孙艳说道。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耀稳

1月23日，记者走进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腾启专业种植合作社的蔬菜大棚

基地，满眼翠绿，清新的香气沁人心脾，青翠欲滴的绿色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

收割、打捆、装车……数九寒天里，腾启专业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国松，竟

然忙得出了一身汗。

李国松是一位有着12年蔬菜种植经验的老把式。2019年，为了让他更能发

挥特长，驻村第一书记李佩阳帮助他协调资金100万元，建起了占地21亩的7座

标准化蔬菜大棚，一年种植两季芹菜、黄瓜等蔬菜，直接销往上海、广州、深圳、广

西、厦门等地。

李国松种植的芹菜芹秆壮实、芹香浓郁，每颗芹菜的重量大多在半斤以上，

深受城乡消费者的欢迎。按照现在每斤1.3元的收购价，每座大棚产6.5万斤芹

菜能卖8万元，一座大棚纯收入在4万元左右。

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的李国松，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带领群众

勤劳致富的“领头羊”作用，他通过安排务工、指导技术、拓展市场等方式，让更多

的村民与蔬菜种植有了利益联结。

脱贫户孟金山，通过在李国松的合作社干活儿，不但每月能挣1000多元，增

加了家庭收入，还学到了大棚蔬菜种植和管理技术。“等钱挣够了，我也要建大棚，

做个向李国松那样的‘菜’老板。”孟金山满怀希望地说。

同村村民姚汝良家于2020年加入李国松的合作社，经营着3个蔬菜大棚。

姚汝良一家只管按照要求种好蔬菜，李国松的合作社负责蔬菜的销售。“前几年

在外打工，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守家就能赚到钱，这可比外出务工强多了。”

姚汝良喜滋滋地说。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高月

1月19日8时，暖阳当空，新安县铁门镇的街道上已逐渐热闹起来。李强一

边翻看着最新统计的返乡人员名单，一边熟练地套上隔离衣、防护服，戴上面罩和

手套，准备入户进行核酸检测采样，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

李强是铁门镇中心卫生院的医生，他和院里的119名同事一起，担负着该镇

7万余名群众的日常医疗服务。临近春节，针对人员流动对疫情防控带来的压

力，镇卫生院近一半人员投入到农村疫情防控一线，李强就是其中一员。

“您好，核酸检测，请出示身份证。”在铁门镇庙头社区一户返乡人员家门口，

张贴着“四包一”责任明白卡，居家隔离人员信息登记详细，责任组长、村干部、村

医、片警职责及联系方式清楚醒目。确认是受检本人后，李强在名单后面做上标

记，开始进行检测采样。

登记、采样、放置样本、回收医疗垃圾，整个检测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两分

钟。在对受检人员强调居家隔离注意事项后，李强和同事便转战下一户返乡人员

家中。

“核酸检测是精准防疫、防范病毒扩散的法宝。为避免扎堆检测带来的防疫风

险，我们和镇政府联动，让返乡人员信息统计和填报跑在现场检测前面，每日一报、

每日一检，切实做到应检尽检，让检测更精准、更有序。”李强介绍说，随着春节临

近，很多外出人员选择提前返乡，镇卫生院每天的核酸检测采样人数已由1月初的

10人增至100人以上，最多时每天需要检测147人，4个核酸检测组分片负责，忙

完吃上饭常常已是下午两三点。

14时15分，完成分组检测任务的李强面罩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脱下

防护服，进行消毒和短暂休息后，李强匆匆扒上两口饭，便又开始另一项重要的防

疫任务——对村卫生室进行督导检查。

“白大夫，您这消杀次数不够啊。”在该镇铁门村，李强一行对村卫生室的预检

分诊记录、消毒隔离工作、医疗废物处置、治疗室管理等进行检查，在查看消毒记

录时，日消杀记录显示为两次。

“冬季寒冷，病毒在污染物体表面存留时间延长，所以我们将一天的消杀次数

增加为4次，一定要严格按照4小时一次消杀的标准进行。”李强边说边将问题记

录在本子上。“您是从医20多年的老村医了，是村民健康的‘守门人’，农村疫情防

控任务紧迫，咱们可千万不能有一点儿放松。”临走时，李强再三交代。

检查结束回到镇卫生院，时针已指向18时。在大厅的志愿服务站，李强接

了一杯中药茶。“去年疫情防控最吃紧的阶段，我们24小时轮班熬制中药茶，免

费为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发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院里又新增设了发热门

诊，配置了CT机等设备，防控疫情我们更有信心。”李强说，新安县是国家级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完善的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也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

支撑。

18时20分，紧张而忙碌的一天接近尾声，李强开始对下午检查发现的问题

进行汇总，撰写通报。去年4月，经历疫情最严峻考验的李强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如今已是入党积极分子。前几天，由于近一个月的奔波忙碌，他的

胆囊炎急性发作，仍带病坚守在防控一线。“我们是基层战‘疫’的防护墙，战

‘疫’越吃紧，越要绷住劲。只有真正把防控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尽早赢得这场

战‘疫’的全面胜利。”李强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

新春佳节前夕，西华县凌云驾校、豫龙食品公司自发组织，向西华县奉母镇“乡村

大食堂”送来棉衣、口罩、酒精和米、面、油、肉等生活物品，让“乡村大食堂”的孤寡老

人度过温暖、祥和、平安的春节。

奉母镇“乡村大食堂”开设3个月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周边企业给钱给

物，在外工作、打工人员，纷纷为“乡村大食堂”捐款，村里一养殖户连续为“乡村大食

堂”捐献两头猪。

在农村，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生活困难，不少老人不会做饭，饥一顿饱一顿，很不

利于身体健康。奉母镇党委书记陈鹏介绍，2019年，全镇对农村集体产权进行改革，

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共整合出村集体土地3179亩，归村集体、村

民所有。村干部党员带头耕种集体的土地，收益的70%为村民分红，30%留作村集

体积累。全镇30个村，除为村民分红外，一两年下来，每村都有十几万元的积累。

2020年下半年，该镇党委、镇政府决定开设“乡村大食堂”，费用由村集体积累支出，

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

镇里选试点村选中了七里仓二村，该村党支部书记何世圈说，村里有34个孤寡、

留守老人，解决他们吃饭难，是尊老敬老爱老的具体表现，要办好“乡村大食堂”，让老

人吃好吃饱，享集体的福。2020年11月1日，经过筹备，七里仓二村“乡村大食堂”建

成。食堂设在一家去世的五保户家里。村里将房子内外墙面粉刷一遍，还买来了厨

具、桌椅，做大锅饭的是村里的两名妇女，老人凭票打饭。记者看到，食堂里还配有消

毒柜，老人吃过饭后，碗筷清洗放到里面消毒，像机关食堂一样干净。

“村里叫俺干啥，俺就干啥。”69岁的何广炎开心地说。他腿脚不灵便，拄着双

拐，干不了体力活儿，就到村里转转。哪个地方不干净，他就招呼一声，让大伙儿打扫

一下，有时还帮食堂买菜，一天能挣3个工分，顿顿吃在村食堂。

“乡村大食堂”开设3个月来，老人已由开始的几人增加到十多人，已有4000人

次在“乡村大食堂”免费就餐。村里的干部群众非常满意，何世圈以全票连任村党支

部书记。

七里仓二村老人吃“乡村大食堂”的饭，享受村集体的福，外村老人都非常眼馋，

营岗村60多岁的老人庞爱平问镇党委书记陈鹏：“我们村啥时间也开‘乡村大食

堂’？”陈鹏说：“快了！我们镇30个村都具备开办‘乡村大食堂’的条件，春节后村村

逐步开‘食堂’，让老人都能享集体的福。”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盛德劭

1月22日，在平舆县十字路乡前盛村董小网家的养鸡场库房里，董小网正忙

着给来买粉条的乡亲过秤、算账。她笑呵呵地说：“俺这粉条因为是自家种的红薯

加工的，不掺杂使假，筋道好吃，不赶集去卖乡亲们就找上门来买。”来自庙湾镇杨

庄的俩妇女，开着两辆电动三轮车买了300多斤准备过年吃。

清瘦干练的董小网今年47岁，她以率先在全村脱贫后帮带贫困户，被评为

“驻马店市脱贫致富先锋”，典型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后，成了当地响当当的人物。

带贫包棚稳增收。董小网带着贫困户劳动力，到邻村的李芳庄“全国农村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承包大棚管理瓜菜已经是第二年了。她先后经历了进棚打工学

技术被评为“优秀员工”、自己承包大棚年收入5万元在全村带头脱了贫、于2019

年以来连续两年带领贫困户承包大棚，实现了增收脱贫致富的美满“三级跳”。

2020年春，她又带着6户贫困户劳动力，承包了两个占地6亩的瓜菜种植大棚，头

季种礼品西瓜，分成9万多元，夏季种黄瓜又分成10多万元，她带出来的贫困户劳

动力每人发够一年两万多元的工资后，自己收入5万多元。

林下养鸡好价钱。董小网上有67岁的公爹公婆，下有俩孩子一个读高中、一

个上大学，丈夫十几年前患精神病长期治疗，他们家是因病、因学致贫的贫困户。

她看到公爹公婆经常下地干活儿身体硬朗，就动员他们到李芳庄培训中心学习养

鸡技术。学会技术后，她和二老一起，将村头自家的两亩林地拉网子圈起来，在地

头建了简易房能住人。2020年春，她购进了第一茬儿鸡苗800只，下半年又购进

鸡苗1000只。她购买饲料，联系防疫员定期防疫、消毒。二老住在库房里，每天

饲养着红公鸡。因在林地散养的土鸡夜里能吃到用强光灯招引来的蚂蚱、蛾子等

昆虫，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口感好，引来县城的商户出好价钱“一秤挑”全部拉走

了。一年下来，两茬儿鸡净收入两万多元。

种植红薯深加工。精准扶贫的春风，焕发出董小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坚定信

心和使不完的能量。她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咱要节俭过日子

巧安排，多想几个门路多挣钱。”她和二老一起，将自家的4亩麦茬儿地上了一遍堆

沤过的鸡粪掺秸秆做底肥犁起来，种上了高淀粉优质品种红薯。到晚秋，联系了

一部小四轮犁翻收红薯，三轮车开到地里直接将红薯拉到集上加工成粉面。到冬

季农闲，大棚里没活儿了，鸡也卖光了，董小网和二老一起将晒干的粉面拉到集上

加工成粉条，不出村卖了8000多元。

问起新年有啥想法和打算时，董小网说，靠养鸡、种植、承包大棚出力挣钱，收

入牢靠又照顾了家人，还要接着干下去。那4亩多地要换茬子已犁了起来，冻了

一冬的土松软，开了春准备栽种小拱棚双膜西瓜，西瓜苗她已联系好了，由李芳庄

产业园统一培育供应。她说：“政府号召奔小康，咱脱贫户也要紧跟上，只要多动

脑子人不懒，一年收入几万元在咱手心里握着呢！”

卫小平是安阳县公安局白璧派出所

民警。他2005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破

获各类刑事案件100余起，其中省公安

厅挂牌督办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00余人，他先后参与侦破了“11·09”特
大系列抢劫杀人案、“陈某某特大系列扒

窃案”等重大刑事案件。

2020年7月中旬，一直从事刑侦工

作的卫小平被选调至安阳县白璧派出所

工作。卫小平针对辖区社会治安特点，

不断加大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盗抢

骗”小案的侦破力度，连续破获了20余起

电信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及时

冻结涉案账户30余个，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10余万元。

2020年10月，安阳县公安局组织对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嫌疑人

进行集中抓捕。卫小平主动出击，辗转

两省四地市万余里，历时8天，在吉林省

辽源市、长春市，辽宁省营口市抓获犯罪

嫌疑人3人。卫小平因工作突出，先后获

得“全市十佳办案能手”“安阳卫士”等荣

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并先后4

次被安阳市公安局嘉奖。 （张洁）

情系退休职工春节慰问暖人心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郑州市金水区

北林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各社区工作人员开

展春节慰问退休职工送温暖活动，并提前

送上新春的祝福及问候，让离退休同志切

身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单瑞平）

走访慰问退休人员社区关怀情暖人心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鑫苑

社区组织党员和民调志愿者，按照每户一

袋米、一袋面、两桶油、一箱调料的标准，

对辖区退休接管人员进行爱心慰问和节

日祝福，彰显党和政府的关怀。（马喜霞）

鑫苑社区全力打造托老站建设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鑫苑社区

养老服务站，以医疗养老、文化养老、志

愿“服”老的服务模式，设有多功能活动

室、老年课堂、书画阅览区、创意手工室、

康复室，进一步提升辖区老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 （马喜霞）

筑牢产业支撑拓宽增收路径
鹤壁市山城区始终把产业就业作为

帮助困难群众持续增收的第一抓手，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打造新型产业园区，创

新光伏扶贫体制机制，构建龙头企业、合

作组织、能人带动新格局，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致富。 （张乔伟）

“五基共建”打造“四美”乡村
鹤壁市山城区聚焦农村水、路、电、

网、气基础设施，建设用水设施22个，开

通客运班车线5条，改建10千伏线路

11.96千米，架设燃气管网270余千米，全

力打造“四美”农村样板工程。（刘红涛）

沈丘：严肃换届纪律保障换届风清
气正

在换届工作中，沈丘县纪委多措并

举，严肃换届纪律，净化换届风气。该县

下发关于加强换届纪律监督实施方案，通

过专题培训、广泛宣传等形式，扩大党员

干部知晓面。加强候选人资格审核，做好

廉政意见回复，严防带病提拔。利用电

话、信访、网络等综合举报受理平台，及时

受理违反换届纪律的问题举报。会同有

关部门组成五个换届纪律督查组，开展巡

回督查，对在换届选举中的违规违纪行

为，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刘建涛）

民警卫小平 一片丹心“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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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姐妹的香皂花

镇医防疫记

靠“芹”致富有奔头 “三驾马车”奔小康

2021年1月24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1010期
开奖，当期开奖红球号码为01、04、11、19、32、33；蓝球号码为
05。当期二等奖全国共中出129注，河南中出24注，许昌市鄢
陵县彩民幸运地揽获了其中20注，共中得415万元大奖，让人
遗憾的是，仅一个蓝球号码之差，与8200万元巨奖擦肩而过！

据悉，中奖彩票出自许昌市鄢陵县鄢望路与311国道南国
际商贸城的41600416号福彩投注站，该张彩票为“6+2”的复
式票，投注金额40元，因采用复式倍投的方式共中得20注二
等奖，总奖金合计达4152000元。1月25日上午，该中奖彩民
已前往省福彩中心兑奖。

心动不如行动，趁着年关将至，也期待更多的彩民在奉献
爱心的同时把大奖带回家！ (豫福文/图)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厉害！
许昌彩民独揽20注双色球二等奖！

奖金415万元！

□陈占超

1月14日，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会张菊一行来到了登封市唐庄镇塔水磨村，

为村里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送来了50条纯棉被、50件棉大衣和10件蛋糕。

张菊，现年52岁，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会孝慈志愿者服务大队长，2018年3

月，根据河南省红十字会“结伴同行脱贫路”的工作安排，张菊进驻其结对帮扶的

唐庄镇塔水磨村。她常年吃住在村里、从没休过一天节假日，也无暇照顾常年分

居的家人及年迈的父亲，她把塔水磨村当成了家，把贫困群众当成了亲人。

塔水磨村原是省级山区贫困村，全村17个村民组2366口人。入村后，张菊逐

一核对贫困群众的相关情况和信息，走遍了全村角角落落，遍访了所有的贫困户

和贫困人员。

张菊的人缘极好，村里很多人都认识她，见面都会热情地叫她“老师”“菊姨”

“菊姐”，与她亲切地打招呼。

入村后，张菊一手抓扶贫、一手配合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抓种植优质林果

产业，她先后募捐了2000棵优质软籽石榴树苗、3.2万棵软籽石榴树苗、200棵秦

王大桃树苗、600棵红富士苹果树苗、50棵飓风葡萄树苗、200棵火冠柿子树苗、

200棵甜柿子树苗、200棵苹果树苗，在村里实现了果树连片种植，发展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

2018年，她通过省慈善总会“摄影之光慈善基金”、深圳崇尚儿童救助基金会，

连续3年对5名贫苦学生发放了10多万元的助学金，对6名贫困儿童发放了6万

多元的全程教育助学金。2020年，又长期对3名贫困儿童每月资助300元生活

费，通过省慈善总会向大病患者晓阳、胡发庆等20多人捐款35万多元。

2019年10月，她通过河南拍翼教育公司为唐庄小学安装了价值16.8万元的

拍翼教育软件，通过郑州普瑞眼科医院为唐庄镇的中小学生免费检测视力，为患

近视的学生免费配制眼镜1260副，本次捐赠60.48万元。

张菊23年的坚守换来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她先后获得“中国红十字会优秀志

愿者”“全国最美家乡人提名奖”“河南脱贫攻坚奉献奖”“河南好人榜”，近期又被

提名为“河南省学雷锋标兵”。2020年8月，被郑州市红十字会推举为常务理事。

“好人张菊”的先进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以她的模范事迹改编的电影《为了

谁》将于近期在全国公演，这是中国首部关注志愿者的电影。

“好人张菊”，愿你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广阔。

“乡村大食堂”让老人享集体的福 好人张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