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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杜福建）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通、路相连。近日，记者走进桐柏县，随处可见的田园美景令人

心旷神怡。“这里原是一片荒坡，杂草丛生。现在，这片面积达

80余亩的荒坡变成了梯形田，这其中就有我承包的1.2亩土地，

增收致富又有了新的土地。”正在田野间忙碌的彭沟村村民张

国和告诉记者。

荒岗变良田，生活似蜜甜。彭沟村的变化，仅是桐柏县通

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促进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近3年来，该

县共完成土地开发整理项目7个，开发整理土地26万亩，投资

达8亿元，实现新增耕地6万亩，惠及10多万名农民。

桐柏县是典型的山区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关键是怎

么‘吃’”。加快推进土地整治，正是桐柏因地制宜进行的一项

有益探索。只有对绿水青山进行“物理性”改造，既不破坏环

境，又要让其为民造福，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才能健步走向

“金山银山”。

为把土地开发整理这一功在当代的民心工程建设好，桐柏

县建立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储备库，分批对全县的土地现状进

行全面调研与勘察，编制了土地整治规划，挖掘土地开发整理

复垦潜力，划定土地开发整理重点区域，统筹安排土地开发整

理重点项目，分门别类收录数据，丰富完善项目储备库，实现了

从分散整理到整村推进综合整治的重大转变，为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的申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土地整理需要大量投入，钱从哪里来？活该怎么干？

有胆识的桐柏人创新机制。在国家投资之外，桐柏县设立

土地开发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按新

开发复垦的耕地面积，对开发者进行奖励。实行招投标、跟踪

审计等制度，做到建得起、用得上、管得好、长受益。

土地整治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但也有不同意见。该县根

据不同诉求，一一回应，最大限度调动群众积极性。初设方案

完成后，经80%以上村民同意，方可实施项目。

只有精准，才更有效。针对毛集镇、黄岗镇、固县镇、吴城

镇等4个镇耕地分散且凹凸不平等实际状况，桐柏县实施了总

投资达3.48亿元的土地整理项目，项目覆盖面积24万余亩，通

过实施田、水、路、林、居综合整治，惠及37个行政村7万余人。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区田间道路工程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

桐柏农村交通系统，加强了城乡联系；同时，促进了项目区农业

生产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实现了桐柏农业

生产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进一步提升了土地

的利用效益，使得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在一个个偏远村“扎根”，

“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我们将乘着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东风，持续

提升耕地保护和用地保障能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通过土地整理、补充耕地，实现‘点土成金’，提高粮食产能，为

国家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作出贡献。”桐柏县委、

县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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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代珍珍

正月初五，阳光明媚，碧空如洗。

在鹿邑县任集乡石井草莓园，透红的草

莓给大棚里增添了红火的年味儿。

“这里的草莓口感好，吃起来格外

香甜。来到这既能吃到新鲜草莓，又能

感受田园之乐。”专门驱车前来采摘草

莓的游客不停地夸赞。

“现在是草莓采摘旺季，每天有很

多年轻人和小孩子过来，可以一直采摘

到农历二月底。”看着草莓地里一片热

闹的景象，34岁的王金丹难掩笑意。

2005年，王金丹从鹿邑嫁到了安徽阜

阳，在婆家学习了草莓种植技术，2015

年回到娘家开始创业，流转了26亩土

地，种植草莓。

王金丹说，第一年种植的草莓个头

大，口感好，但是销路没打开。第二年，

草莓的销售形势好转。现在草莓的产

量一年比一年好，这两年，通过附近市

场、超市、微商以及游客上门采摘等销

售方式，草莓经常供不应求。

“5个棚的草莓不够卖，还得从山

东、安徽等地‘进口’。”王金丹说，2月14

日是情人节，一天就卖了8000元。

“这几天订单多，我们现在就要采

摘装盒，明天一早就送货上门。”正在摘

草莓的脱贫户李容说。目前，草莓园已

吸引周边村子40多人前来务工。

王金丹介绍，现在草莓每亩产量在

4000斤到5000斤之间，每斤可以卖到

20元，进园采摘一斤40元，一年20万

元的收入不在话下。从短期产业到长

效产业，小草莓让种植户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焦萌

2月17日下午4时出发，至18日下

午4时，经过24小时的奔波，载着700余

名叶县籍昆山务工人员的20辆大客车

抵达京沪高速阳澄湖服务区。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叶县交通运

输局副局长甘俊涛声音沙哑地说。

叶县至昆山830多公里，适逢节后

第一天，车队进入安徽境内遭遇多次严

重拥堵，车辆缓慢行驶或走走停停，原本

只需10个多小时的车程整整走了一天

一夜。作为车队的总车长，甘俊涛神经

一直紧绷着，不停地通过对讲机、手机和

各车辆保持沟通和联系。

17日晚8时，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

时间。由于春节返程高峰，服务区泊车

容量小，车队被迫分散到相邻的高速服

务区。甘俊涛联系的任务加重了，嗓子

也逐渐沙哑起来。“这次出行人员多、车

辆多、路程长，坚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为保障送工安全，每辆车除配备两

名驾驶员和医护人员外，还配有一名乡

镇副科级干部作为随车车长，负责行驶

过程中的疫情防控和安全服务工作。夏

李乡组织委员白柯明是13号车车长。

18日凌晨1时46分，车队堵在了

安徽省凤阳县大溪河服务区附近。凌

晨4时，导航地图显示前方堵车还有10

公里。此时，车外温度已降至零摄氏

度，车上人员纷纷拿出了随身衣物御

寒。白柯明冻得瑟瑟发抖，他蜷缩在车

上，借着微弱的手机光再次核对车上人

员的务工地点，以便昆山的工厂可以点

对点接送工人。

早上7时，拥堵的车辆依然没有挪动

的迹象，为了缓解车上务工人员的焦急情

绪，白柯明临时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在车

上玩起红包接龙游戏，“每次发5块钱，10

个包，谁抢得多谁发，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感觉关系也更亲近了。”一夜未眠、同样嗓

子沙哑、眼睛红红的白柯明笑着说，“作为

车长我得负责好全车人的安全，还有就是

我睡觉打呼噜，怕影响大家。”

让白柯明感动的是，13号车的务工

人员安全抵达昆山顺利返厂后，纷纷通

过微信群发来感谢话语。

尽管比预计时间晚到了近8个小

时，但由昆山市叶县籍人士组成的志愿

者仍在服务区迎候，并拉起了“欢迎回

家”的横幅，将准备好的面包、牛奶分发

给大家。听着熟悉的乡音，吃着饱含深

情的食品，一些务工者情不自禁地流下

了激动的热泪。

经过短暂休整，在当地公安车辆的

带领下，车队驶向昆山市会展中心。在

这里，昆山市政府特意为700多名务工

人员举办了欢迎会，用热情拥抱务工人

员，对叶县政府千里送工表示诚挚的感

谢。双方交接后，昆山市派车辆将务工

人员送到各个企业。

“一到昆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昆山

的浓浓情谊。希望来昆山打工的各位

工友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不断成长，

奉献昆山，同时也回报家乡，共同为叶

县和昆山的合作增光添彩。”随队千里

送工的叶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鹏

鹏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董希
峰）“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1

年2月13日起，唐河县将在南阳市率先

实施城区公交车全年免费乘坐。”

春节期间，唐河县融媒体中心“唐

河融媒”抖音号发布的这一消息，播放

量迅速接近一百万，好政策赢得好评如

潮。这标志着唐河县全面开启“免费乘

公交”惠民新时代。

“虽然免费了，但我们服务标准不降，

服务质量不降，逐年加大公交投放量，为

全县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交

通服务。这是我们对全县人民的庄重承

诺！”唐河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乔保义表示。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李新
义）2月20日，尉氏县扶贫办与太平洋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尉氏支公司工作人员深

入该县十八里镇金针村，向边缘易致贫

户乔军喜夫妇了解家庭生活及防贫保险

金的兑付情况。2020年，乔军喜看病花

了40余万元，除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

16万元，还从“精准防贫保险”报销了10

万元，有效缓解了一家人的经济负担。

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精神，建

立保险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尉氏县在“保险+扶贫”方面进行了多方

面的探索，设立了“防贫保”。尉氏县

“防贫保”以农村人口整体为基数，按每

人每年50元保费标准为全县8%左右

的农村人口购买保险，政府投入资金

300万元，县政府与太平洋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尉氏支公司签订保险协议，协议

期限为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

31日，保险全称为“精准防贫保险”。

据了解，该县共进行医保数据筛查

2万余条，入户核查278户。截至目前，

“精准防贫保险”已救助农户78户，累

计救助金额达178万元。

□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许慧玲

2月19日，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

镇文化宣传服务中心主任宗秀稳一行

驱车前往褚庄村，看望一直牵挂着的

老年朋友们。

刚下车，宗秀稳就被热情的村民

围住了。“经常听你的广播，春节又看

了你的小品，出门戴口罩，回家就洗

手，全家人都养成了好习惯。”村民赵

玉兰紧紧握住宗秀稳的手说，“俺外孙

在外地上学，看了你的小品，今年用微

信拜年，就地过年。”“非常好！疫情防

控，人人都有责任。”宗秀稳说。为了

做好春节疫情防控工作，宗秀稳编写疫

情防控顺口溜时，经常琢磨到深夜，力

争宣传作品接地气。

基层工作不能脱离群众，焦店镇

疫情防控工作也不例外。各村充分调

动群众积极性，动员大学生、党员、退

休村干部等人员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形成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合力。

“我们基层干部就要多到群众中

去，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打通基

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焦店镇党委书

记许跃华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爱
国吕浩）2月19日上午，在叶县仙台镇

大李庄、潘庄村的麦田里，几十名身穿

红装的志愿者有的合力铺设水管、有

的利用机械喷洒药物，帮助困难群众

做好麦田管理。

面对去年冬季以来雨雪稀少，小麦

生长出现旱情，该镇要求各村成立以党

员干部为骨干力量的帮扶队，积极帮助

困难户、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浇麦，为当

前的抗旱和麦田管理工作做好服务，争

取夺得夏粮好收成。

截至目前，仙台镇51个行政村的

1000多名红装志愿服务队员坚守在田

间地头，与村民一起，浇麦抗旱工作已

进行4万余亩。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
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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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小品 进村入户

2月19日，在内黄县石盘屯乡大理村举办的“成才我行你更行”大学生励志助教

报告会上，去年新考上大学的学子为父母佩戴红花，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摄

□本报记者张莹

戴着防护面罩、一次性手套，身着工

装，2月21日，郑州东站值班站长王艺

琦、李静坤全副武装站在记者面前，完全

看不出是两个90后姑娘。

“疫情下我们要求大家必须做好防

护！”郑州东站客运书记范洪礼告诉记

者。

天气热，站在郑州东站三楼候车大

厅，记者直冒汗。两个年轻站长却很淡

定：接电话，忙解决问题，连头都没时间抬。

“车晚点，我没赶上郑州中转兰州的

高铁，请问怎么改签？”一个乘客着急地

找来。

“请拿出您的身份证。”李静坤微笑

着将身份证扫描，看了看信息，急忙电

话查询对接。“往兰州的高铁票紧张，只

有站票了，您就近乘坐吧！”她一边告诉

乘客，一边用对讲机协调。五分钟，乘

客直接进站，坐上了最快前往兰州的高

铁。

“这还算简单，最困难的是遇到一些

特殊群体。”王艺琦说，前两天，一位聋哑

乘客来晚了，对着她们比画半天，最后连

比画带猜，才理解了她要去南阳。“把她

护送到车上我们才放心。”误乘、漏乘、越

站，丢东西等，都可找值班站长。

环境嘈杂，事情繁多，“你们真辛

苦！”看着围在工作台前一波波着急解决

问题的人，记者不禁感叹。“不觉得累啊，

早已习惯了！”王艺琦说，她们没有春节

的概念，春运跟平常一样，三班轮值，值

班站长连续奋战，24小时不打烊。

90后值班站长
贴心服务春运
24小时不打烊

农民工

特色农业

农村防疫

春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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