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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好路子”汇聚“金点子”摘掉“穷帽子”

驻村三年来，他心里始终装着闫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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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田明

“白东家今年的水果萝卜

全部卖完了，村里的水果萝卜

深加工走向正轨,夏南牛养殖

场、光伏发电、冷库和电烟炕出

租等4个集体经济收入项目，

每年为村里带来40.4万元的

收入……”1月20日，忙完一

天工作后，郑州大学派驻泌阳

县双庙街乡闫洼村第一书记

潘华习惯性地打开笔记本，记

录着近期的工作。

2017年年底，潘华刚到

闫洼村时，看着尚未脱贫的

贫困户、单一的产业结构、留

守儿童的求学困境……深受

触动，决心要把闫洼村干出

个新面貌来。

“羊专家”权凯和他的羊
18年辛勤培育“黄淮肉羊”新品种

郑州大学领导到帮扶村调研

讲好闫洼故事 践行责任担当

渔洋村的“口罩书记”

河南农业大学提供“点对点”服务

师爱同行 护航学子返乡路

□河南农业大学宋明洲

1月18日，早晨8:30，渔洋村村口。

“最近疫情又严重了，别乱跑啊，记

得及时给村里报备。”“家里的东西还够

吧，有困难及时说。”渔洋村驻村第一书

记崔捷向过路村民不停地交代着。

渔洋村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西

北部，地处河南与河北的交界处。在去

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村里防疫物资紧

缺，崔捷自掏腰包，捐赠给村里500个口

罩、若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缓解了村里

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给村民们吃了一

颗“定心丸”。

当被问及捐赠的过程时，崔捷笑着

叹了一口气：“这个过程肯定是艰辛的，

我经常给家人用‘化缘’这个词来形容，

那一段时间，身边的朋友们都无法保证

自家口罩的用量，更别说给你了，东拼西

凑才凑够了500个口罩，具体细节也记

不很清了，反正都是为了咱们渔洋村的

村民，这事值！”

笔者了解到，渔洋村位置偏僻，加上

去年疫情期间道路封锁，为了购买物资，

崔捷和几名扶贫工作队的队员没少为此

事发愁。“过程什么的不重要，最后村民

们拿到急需的东西了，这就足够了。”崔

捷朴实的话语背后充满对村民的关爱。

听到崔书记的话后，村里的扶贫专

干姬霞接过了话茬说道：“当时崔书记这

500个口罩可是帮了俺们的大忙啊，那

时候俺们村里人都可害怕，平常哪会囤

口罩啊，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手里边这都

是稀罕物，崔书记的口罩让俺们心里安

稳不少哩，啥时候想起来这事儿心里都

觉得可温暖。”由于渔洋村地处河南与河

北交界处，今年的疫情防控任务十分艰

巨，村里早早地就设好了疫情防控值班

点，“都说咱安阳是河南的北大门，那渔

洋村就是大门里的大门，为了父老乡亲

们的身体健康，这个门是一定要守好

的。”话音刚落，村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

疫情防控相关政策，崔书记哈哈一笑：

“真是应景呢！”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郭治
鹏）1月16日一大早，在河南农业大

学校园里，背着背包的大学生在5辆

整装待发的公交车旁有序排队，逐次

登车。结束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准

备回家的他们，脸上洋溢着蓬勃的朝

气和笑容。公交车车身上粘贴的“师

爱同行护航学子平安回家”红色标语

很是醒目。

近期，我省大学生分批逐次放假，

教育引导大学生做好疫情防控、安全

有序回家成为高校的头等大事。为

此，河南农业大学组织开展了专车送

站服务，帮助学生解决返乡“最先一公

里”问题。据了解，该项服务从早上7

点30分至晚上7点30分，由学校安排

专车护送龙子湖校区、文化路校区返

乡学生到郑州高铁站和郑州火车站，

有效帮助大学生降低了返程中的人员

接触。

为组织好专车送站服务，河南农

业大学提前统计学生返程信息，分批

分类明确目的地和行车路线，做好消

杀和防疫物资配备，组织教师志愿者

帮助搬运行李，用暖暖的师爱为学子

们保驾护航。“感到很惊喜、很温暖，真

切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关心和爱护，天

很冷，心很热，非常感谢学校提供的便

利服务，让我的回家之路是如此不

同。”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王可欣

听到学校安排专车“点对点”的送站消

息，特意起了大早赶车回家。

除了暖心的专车服务，河南农业

大学还通过走进学生宿舍分发抗疫

物资、全程微信聊天陪伴学生回家、

发布致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

为学生们提供“一对一”“点对点”式

服务。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日，郑州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宗敏带领学

校党委组织部、审计处、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等单位负责同

志以及校友代表，前往学校定点扶贫

村泌阳县双庙街乡闫洼村，看望慰问

脱贫群众和驻村干部，开展调研和捐

赠活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在闫洼村，王宗敏一行先后看望

了结对帮扶的脱贫户，勉励他们要增

强信心、迎难而上、吃苦耐劳、奋发进

取，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居住环

境，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王

宗敏一行还实地调研了闫洼村夏南牛

养殖场、电子加工厂、爱心书屋和“四

美乡村”建设情况，就如何进一步做好

消费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当天，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向闫洼村捐赠了价值1万元的

防疫物资，旅游管理学院捐赠了价值1

万元的慰问物品，郑州大学校友会生

态环境分会向闫洼村捐建了价值2.8

万元的春蕾书屋。

助力闫洼乡村振兴座谈会在闫

洼村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该校驻闫洼

村第一书记潘华汇报了近年来驻村

帮扶工作开展情况。王宗敏对驻村

干部扎根闫洼、情系百姓，为闫洼村

办实事办好事，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给

予充分肯定。他表示，驻村干部讲的

“闫洼故事”就是郑大的故事，几任

驻村第一书记务实重干，认真践行郑

州大学“求是 担当”的校训精神，彰

显了一流大学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

为郑大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王宗敏勉励新任驻村第一书记

张远，要扎根基层，务实重干，发扬好

传统，一张蓝图绘到底，协助当地党

委政府将闫洼村的明天建设得更加

美好。

□本报记者李政

献身科研几十年从不松懈，攻坚克难

十八载培育新品种。

在河南省有这样一位“羊专家”，他的

专业是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爱好是

羊，志向也是羊。

1月8日,走进权凯博士的办公室，映

入眼帘的陈列都是与羊相关的工艺品，一

谈起羊，这个低调、睿智的“羊专家”如数

家珍，充满激情。

权凯2004年毕业后，来到河南牧业

经济学院（由原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

校和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于2013年合

并组建而成），一直从事肉羊生产的教学、

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十多年如一日奋战在科研一线

农村已经有很多种羊，为什么要培育

新品种呢？

权凯表示，培育新品种不仅是社会发

展的需要，更是人类生活进步的需要。

黄淮肉羊的培育是以杜泊羊为父本、

小尾寒羊和寒杂羊为母本，采用两品种杂

交技术，经过杂交创新、横交固定和群体

扩繁等三个阶段培育而成。黄淮肉羊新

品种是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的首个肉羊

新品种，对中部地区肉羊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最开始是用小尾寒羊来和引进的杜

泊羊进行杂交，之所以选中小尾寒羊，就

是看中它的繁殖能力强、地方适应性强等

特点。”权凯说。

经过几年试探，在权凯的精心指导

下，沿京广线的鹤壁、禹州、封丘、漯河等

地的多家企业建立起了规模化养羊场，开

始利用杜泊羊和小尾寒羊开展组织改良。

他是河南省羊的“活字典”

研究羊几乎已经成为权凯的一切，这

种对羊的情怀是经过他硕士、博士期间多

年的学习沉淀形成的，这是一种渗透到骨

子里的痴迷。

为了做好羊种质资源调研，从2008

年到2012年，省内成规模的羊场权凯都

跑了一遍。经过多年的奔波调研，到

2015年的时候，省内凡是100只以上规

模的羊场，权凯都门清，只要你能说出场

名或相关信息，他立马就能回答出该羊场

在何地、规模、养殖状况等信息。

现如今，全国有200家左右的肉羊养

殖场的老板或总经理都是权凯带过的学

生，平均每两个技术员里就有一个是权凯

的学生。

践行生态理念助推乡村振兴

我省肉羊的发展前景如何？权凯给

出了一组数据，河南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的花生，每年产值大概是200亿元，目前

羊的产值是400亿元左右，是花生的一

倍，省内现有肉羊约1800万只，从事羊养

殖的人员约150万人，且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困难人口或低收入家庭。

如今，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不断加深，

绿色生态农村必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养

殖污染成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劲敌”。

在权凯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座家庭肉

羊生态牧场的沙盘模型，从模型中可以看

出，设计的有蔬菜大棚、羊圈和6块牧场，牧

场中还有不少正在“吃草”的羊。“生态牧场

的理念是按照‘1+10+100单元’，即1个家

庭、10亩地、100只羊，采用‘草羊蔬’的生态

模式，也就是人工牧场+羊+蔬菜大棚，采用

草地轮牧制，一块牧场的牧草够所有羊吃5

天，吃完后再到下一块牧场，6块人工牧场

的牧草可以在一个月完成一次循环放牧。”

权凯指着沙盘模型介绍说。

现在，家庭肉羊生态牧场项目正在我

省的沈丘县、扶沟县、方城县等地积极推

广实施，预计可以使每个家庭的年收入超

过10万元。

2020年12月3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第381号公告，宣布黄淮地区首个多胎肉羊

新品种诞生，意味着黄淮肉羊正式成为河南

省第一个肉羊新品种。

谈及下一步打算，权凯想做的还有两

件事，一是优化商业模式，二是健全河南

省羊的产业体系。此外，在科研方向上，

权凯觉得黄淮肉羊这个新品种在繁殖和

适应商业模式上还能再继续优化，毕竟对

于一名畜牧研究专家来说，繁育优化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

河南日报农村版全媒体教育工作室正式上线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助力河南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展现我省教育科研成果、人才培养、工作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本工作室将开设“高校驻村第一书记印记”“高校校长书记访谈”“小学中学高
中校长访谈”“大国工匠专家教授访谈”“高校特色专业院系巡礼”“校园生活”等栏目，现面向全省教育系统，诚征优秀稿件、图片、视频。让我们
一起努力，共同推动河南教育事业更加出彩！投稿邮箱：ncbjyb@163.com，手机：15838143900，固话：0371—65795723，恭候您的来稿。

河南日报农村版全媒体教育工作室正式上线啦
>>> 开版的话

闫洼村下辖5个自然村，40多

年来一直以传统经济作物和烟叶种

植为主，是个典型的农业村，如今这

种单一的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依托郑州大学人才、智力等资源

优势，潘华结合村情，“无中生有”，引

进了水果玉米、水果萝卜和优质红薯

新品种，采用新技术种植，构建生态

循环产业模式，使贫困种植户亩均增

收6000元以上。并培养出5个致富

带头人，帮助建立两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闫洼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

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他还给闫洼村带来两个无形资

产：成功注册了“闫洼农蔬”商标和

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项目。产业链

条延长了，产品附加值提升了，惠及

的种植户更多了。

目前，村里订单种植的水果玉

米、水果萝卜等供不应求，水果萝卜

脆片等深加工产品已上市销售，差异

化培育的扶贫产业正迈出坚实步伐。

村风正、产业兴，如今闫洼村涌

现出像白东、李豪、张顺、李庆君等种

植养殖大户，成了村民的“好榜样”

“活教材”。“干”字当头受到追捧，“凭

本事”挣钱成了村里的新风气。

闫洼村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有

了改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闫

洼农蔬”乡村品牌培育初见成效，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乡村治

理水平和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各

项事业持续保持健康发展……

摸实情、访真贫，驻村以来，潘

华一直用脚步丈量闫洼村的土地。

3 年多来，潘华致力推进村

里的文化教育发展和医疗健康

帮扶。他先后联系千余名师生

入村帮扶，实施支教、结对帮

扶；推进科普知识进闫洼，让闫

洼村的孩子们有机会通过天文

望远镜遥望星空；让烧伤的村民

李昊得到及时救治；让李卿粉等

困难大学生生活上得到帮助；让

困难群众得到免费义诊……

有困难找潘书记、邻里纠纷找

潘书记、高考孩子忘带准考证找潘

书记、脱贫户要上致富项目找潘书

记……提起潘华，村里人人竖起大

拇指：“潘书记是俺的贴心人，他的

话俺听！”

“土里刨食挣俩钱不容易，前几

年种小麦、花生、玉米，遇到好年景

还能挣点钱，遇到灾年连种植本钱

都保不住，那时候愁得俺一宿一宿

睡不着觉，这几年多亏了潘书记给

俺支招，干什么什么成！”村民白东

说。

2020年，白东在潘华的建议下

种植了水果玉米和水果萝卜。经过

一年的忙活也有了收获：8月收获的

水果玉米销售一空；12月丰收的水

果萝卜通过村里的合作社进行深加

工后，萝卜脆礼盒卖到了60元一

盒。

“跟着潘书记干，俺心里踏实，

致富有奔头！”白东信心十足。

致富路上的领路人

全心全意实干兴村

上下齐心土地“生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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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无小事，小到一个口罩，大

到村容村貌，正是这一件一件的大

事小情，让驻村第一书记与村民们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只有真正融入

其中，村民打开了心扉，工作才能顺

利地开展。

潘华（左一）在泌阳县闫洼村水果萝卜种植基地 潘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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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等车准备返乡的学生们 田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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