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争做 河南人出出彩彩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4月1日，省

农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召

开，大会总结六届理事会工作，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

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农学会

积极服务脱贫攻坚，主动参与乡村振兴，

加快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促进农业

科技人才成长，充分发挥了农业学术交

流主渠道、农业科学普及主力军和农业

科技工作者之家的重要作用。

武国定强调，省农学会是党领导下

的科技团体，要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

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要强化政治

引领，砥砺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政治领悟

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要勇于担

当作为，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和“三农”发

展大局，服务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

区建设，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

建设行动；要加强改革创新，拓展服务功

能，在搭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上下功

夫，在发挥好“智囊团”作用上下功夫，在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上下功夫，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贡献智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本报记者黄华马育军

“幸福苑”内，集中入住的困难老人们

有说有笑，安享晚年；“集中供养中心”里，

重度残疾人在护工的精心照料下日益恢

复，走向健康；“幸福家园”中，孩子们和工

作人员一起在花间嬉戏，满脸阳光……

3月25日，春光明媚，走进重阳之乡

——上蔡县，一幅幅快乐的画面，一幕幕

温馨的场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一句句

朴实的话语述说着上蔡县委、县政府牢记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的殷切嘱托，“聚焦

特殊群体”，为他们托起“稳稳的幸福”的

创新和实践。

集中供养
困难老人搬入“幸福苑”

黄埠镇小王营村委南头，一片围村林

内，葱郁的树木丛中，红色的桃花、白色的

梨花争奇斗艳，芳香四溢，林地旁边一栋

栋崭新青砖黛瓦的徽式建筑格外惹眼。

叫开一扇铁栅栏门，正在收拾喷雾

器，准备去给村红枫公司亩圃基地打药的

吕天理迎了出来。

69岁的吕天理是该村4组的一位孤

寡老人，早几年靠帮别人养蜂为生，常年

在外漂泊。

步入老年的吕天理，不能再外出养蜂

时才发现，由于年轻时没有成家，天天抱

着“一人吃饱一家人不饿，顾着嘴、保住

命”的思想，到老了不但没有存一分钱，家

里建于1978年的三间瓦房因年久失修也

成了危房。

“当时回到家时感觉真的很无助，真

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吕天理说，

“好在国家的扶贫政策，我不但被确定为

贫困户，享受各项扶贫政策，2018年9月

9日，村里还在‘幸福苑’给我分了一间一

室一厅一厨一卫的保障周转房。”

“你看这家具、电视、空调、电暖器、煤

气灶、洗衣机……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

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过去经常羡慕的城

里人的生活。”说到兴起，吕天理两眼放

光。

自从搬进“幸福苑”，吕天理像换了个

人，他不但在小院里种上菜，养上蜂，还承

包了村里的一个蘑菇棚，当上了村里的保

洁员，此外，有空还到村里的红枫公司打零

工，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能挣两三万元，不但

如期脱了贫，银行的存款也直逼五位数。

据黄埠镇镇长郏永伟介绍，小王营村

的“幸福苑”共有16套周转安置房，目前

已经安置孤寡老人14人。

2018年以来，上蔡县大力推进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

造“清零”工作，试点探索建设村级集体周

转性保障房，统一冠名“幸福苑”，集中解决

贫困五保户、双女户等特困群众的住房安

全问题。目前，该县已投资3655万元，在

全县19个乡镇50个行政村统建村级集体

周转性保障房332套731间，已入住五保

户、双女户等特困户332户。

集中托养
重残病人住进“托养院”

“老聂，我说话你能听到吗？要是听

到了你就眨眨眼。”听到妻子的话，躺在大

路李乡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病床上的聂

华堂一连眨了两次眼。

孟庄村张庄村民组村民聂华堂，以前

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能人，早些年就贷款买

了一辆大货车，全国各地跑运输，眼看着

家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时，意外发生

了，2013年的一场车祸，老聂一下子成了

植物人。

“当时感觉像天塌了一样。”聂华堂的

妻子黄翠英说，“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积蓄，2015年，正在宁夏读大二的儿子看

家里这么困难，曾一度提出要退学打工，

挣钱养家……”

（下转第二版）

上蔡县对特殊群体实施集中兜底保障

“三集中”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李梦露

三月，天气渐暖，武陟县大虹桥乡南张村的

桃花次第盛开，整个村子仿佛淹没在淡粉色的

云雾中。3月25日上午，李萌开着车沿着027

县道一头扎进这片云雾里，直到看到路旁显眼

的大草莓雕塑时才停了下来，她每天都要来这

儿进200斤左右的草莓。

“这儿”指的是缤纷果园。果园坐落在县道

旁，背靠千亩桃园，入口是高大的木制寨门，往里，

果园的主干道上铺着彩色沥青，路两边立着彩色

路牙子，两旁的大棚整洁漂亮，乍一看像一个充满

野趣的游乐园。

果园是张国明、张建华和张卫东“三张”合办

的。“三张”年龄均在40岁上下，是一起在南张村

长大的发小。十几年前，他们分别从计算机专业

和电力专业毕业后，合伙开办了一家建筑电力工

程公司，主营建筑内的电力配套设施建设，事业

小有成就，都在郑州买了房子。2016年，三人携

家带口返乡，合伙入股开办了果园。

南张村人世代种桃，有桃林3000多亩。从

小种桃卖桃的三人却决定种草莓。“在郑州的时

候，我们经常招待公司客户去周边的草莓采摘

园游玩，意识到这种返璞归真的休闲方式市场

潜力很大。”张卫东说，另一方面，大棚栽种的草

莓，在冬季水果空白期上市，附加值很高。

农业需要长线投资，前期投入大见效慢，他

们不敢太冒险，还是保留了郑州的生意。

“现在我们是‘城乡两栖人’，干工程和种草

莓两不误。”张国明打趣说，三人按性格分工，他

“耐得住寂寞”，主要负责草莓园的经营，其他二

人“爱跑”，负责干工程，有空就回家干“农活”。

目前果园主园区占地20亩，有22座草莓

大棚和2座火龙果大棚，无论外观建设还是水

果品质，都能称得上是“顶配”。

“大棚用的是好钢管，架得密，扛得住大风和

积雪；三层薄膜保温彻底，可以随气温调整层数；

园区电缆规格也高，可以使用50年不更换。”张

卫东说，草莓品质更不用说，优良品种随珠、红

颜、甘露等应有尽有，培育时决不使用膨大剂和

化肥，保证口感。

现在，果园已经打响了名头。草莓采摘季

从10月开始持续七个月，盛果期每天产量500~

600斤，供不应求。“除了供货给附近的超市和微

商，我们主要还是做入园采摘，冬季门票60元，

春季门票35元，摘草莓还能顺便免费摘有机蔬

菜，客人只要来一次没有不再来的。”张国明说。

3月27日，县城兴华实验幼儿园的500名师

生和家长按预订到果园体验采摘草莓。3月29日，

为期11天的大虹桥乡第三届桃花节正在进行，主

场地就设在缤纷果园后的桃林里，果园里熙熙攘

攘。果园越来越热闹，“三张”合伙人越来越忙。

南张村合伙人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太广）

农业大市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发展

机遇，打好乡村振兴这张牌？4月2日，

在驻马店市政府与黄淮学院联合主办的

“让乡村生活更美好——革命老区乡村

振兴论坛暨乡村振兴系列讲座”上，驻马

店市市长朱是西给出的答案是“积极做

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全面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五振兴’，唱好规划、整村、提

质、建场、改制‘五部曲’，扎实做好粮食

提质、产业提级、环境提标、治理提效、文

化提振、人才提优、改革提速、收入提升

‘八篇文章’，奋力推动驻马店市乡村振

兴，走在全省前列、形成示范样板”。

驻马店市农产品资源丰富，是全国

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全国第九产粮

大市，高标准农田达838万亩，常年粮食

产量160亿斤以上，其中小麦产量占全

省的1/7、全国的1/24；油料产量占全国

的1/35，其中芝麻产量居全国第一；猪、

牛、羊存出栏量分别居河南省第1、2、3位。

近年来，该市依托中国农产品加工

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驻马店）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两大载体平台，筑巢

引凤、招大引强，坚定不移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成功引进伊利、牧原、鲁花、今

麦郎、中花粮油、雀巢、徐福记等国内外

知名企业落户天中，培育了十三香、一加

一面粉等一批本土知名企业，农产品加

工企业达到1710家，农产品加工业年产

值近1900亿元，年均增长10.2%，农产

品加工转化率65%。“三品一标”农产品

达341个。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21

个，居全省第一；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21个，居全省第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和不断壮大的农产品加工业集群，让驻

马店市在推进农业内外联动，延伸产业

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引领乡村

振兴发展方面有了更牢固的抓手、更深

厚的潜力、更广阔的空间。

朱是西说，作为农业大市，驻马店将

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位置、

牢牢抓在手上，紧紧围绕“一个目标”，坚

决扛稳“两个责任”，大力实施“三大行

动”，扎实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各项工

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打造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驻马店样板”。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随着国内疫

情及经济形势持续好转，消费及旅游市

场快速反弹，叠加春节期间就地过年政

策，今年清明小长假我省铁路、公路、水

路运输持续回暖。

公路、水运方面，清明节小长假期

间，全省道路运输完成客运量共277.92

万 人 次 ，与 2020 年 同 期 相 比 上 升

374.06%。全省水路运输完成客运量共

3.5583万人次，与2020年同期相比上升

2110%。

全省高速公路方面，清明小长假期

间，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总量预计为

746.82万辆，与2019年同期相比上升

13.71% ，与 2020 年 同 期 相 比 上 升

36.7%；享受减免通行费政策7座以下小

客车总量预计为641.16 万辆，共减免

2.56亿元。

铁路方面，清明小长假期间，郑州车

站共发送旅客40.2万人次，郑州东站共

发送旅客60万人次。客流出行最高峰

在4月3日，郑州车站单日发送旅客13.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4.5%；郑州东

站单日发送旅客20.6万人次，较去年同

期增长342%，其中郑州东站单日旅客发

送量创建站以来单日发送旅客最高峰。

本报讯（记者张莹）记者4月5日从

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清明小长假期间，

全省迎来今年旅游旺季的第一个高峰。

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1566.33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为75.77亿元，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85%。

据了解，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红色游

成小长假重要主题。大别山老区新县各

红色景区游人如织，鄂豫皖苏区首府烈

士陵园祭拜团队接连不断，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博物馆、许世友将军故里均迎

来客流高峰，日进场游客超过5000人

次。另外，洛阳节会活动集中举办，踏青

赏花掀起热潮。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推出“牡丹之歌”首届牡丹诗词大

会、“文旅都市圈·相约洛阳城”区域联动

等，吸引了大量省外游客。

同时，乡村旅游迎来高峰，“回老家、

探亲友、住老院、吃农家饭”成为节日一

大特色。新县田铺大塆、西河湾、奇龙岭

等乡村景点繁荣有序，周边短线自驾客

流不断。栾川县乡村旅游点全面复苏迎

客，陶湾静水山居、重渡沟民宿集群等近

100家精品民宿，入住率达87%。

清明假期全省高速
减免通行费2.5亿元

总收入75.77亿元！
清明假期我省红色旅游人气旺

驻马店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样板

武国定在省农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

省农学会要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盛鹏黄晓婉

3月31日，绵绵细雨中，光山县文殊乡花山村84

岁的王茂贵老人，颤巍巍地来到村头花山寨会议旧址

纪念地，为烈士铜像“洗脸净身”，洒一杯清酒，祭奠长

眠于此的英灵。

从红军墙到红军墓园，是一条长长的台阶。拾级

而上，平阔的山顶上矗立着9块烈士墓碑，除了姚志

修、胡柱先、匡占华外，其他墓碑上均写着“无名烈士

墓”，他们在斛山寨战斗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这些烈士年轻轻就为革命牺牲了，俺现在还享受

政府补贴，为他们守墓义不容辞。”王茂贵说。

1934年立冬，打破了敌人的追堵计划后，11月10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于傍晚来到县城

西南部的花山寨脚下，小村寨两面临山，易守难攻，是

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11月11日晚，在这里的一间

土坯房里，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了第14次常委会议，

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开启了红二

十五军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将村南红军驻守的呈掎角

之势的两座山“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

山”和“长征岭”，打造了红军墙等地标性党史“打卡地”。

自1958年复员回乡后，王茂贵便坚持义务看守花

山寨烈士陵墓，义务为前来参观瞻仰的游客讲解。他

说，自己年事已高，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

年，为这些英烈找到亲人，也希望后人不忘历史，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马丙宇李亚伟文/图

4月4日清明节，在延津县烈士陵园，戍边英烈肖

思远的母亲刘利霞颤抖着将亲手做的家乡菜摆满墓

前，她手抓一大把肖思远生前最爱吃的果冻，撕开一

个，眼泪立刻决堤，强忍泪水的父亲肖胜松起身转过头

去……

当日天刚亮，肖思远墓碑前就收到第一朵鲜花。7

时，来自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祭奠的群众已排起了长

队。一队小学生为肖思远烈士献花后，又两人一组，为

安葬在这里的其他85名无名烈士，13名有名烈士擦净

墓碑，依次送上鲜花。

在陵园入口处，摆放着陵园为群众免费提供的菊

花。延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军霞说，今天仅

到现场祭奠的群众就有4000多人。

平日里风风火火的美团外卖小哥席民国，此时也放

慢了脚步，他摘下头盔，将一捧菊花缓缓放在肖思远烈

士墓碑前，他说：“这是网友‘爱国兔’在异地将地址切换

到延津，为英烈下单的鲜花。”当天，席民国和他的同事

已经替全国各地网友代送了几十单鲜花。

据统计，自今年2月以来，累计已有4万多人到现

场、上千万网友在线或通过外卖、快递寄托哀思。

数万群众祭奠戍边英烈肖思远戍边英烈肖思远

光山老人为红军烈士守墓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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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擦去肖思远墓碑上的水珠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5日从民政

部获悉，清明节假期三天各地累计接待现场

祭扫的群众6773万人次，登录网络祭扫的群

众738万人次，疏导车辆1202万台次，参与

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121万人次。

其中，4月5日，各地开放现场祭扫的殡

葬服务机构 32732 个，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1313万人次，疏导车辆231万台次，参与服务

保障的工作人员37万人。各地殡葬服务机

构开通网络祭扫平台1292个，登录网络祭扫

群众175万人次。

民政部预计，清明节假期后，仍会有部

分群众进行祭扫活动。民政部提醒广大群

众遵守当地祭扫管理要求，服从工作人员

引导，做好个人安全防护，绿色出行、文明

祭扫。

清明假期各地累计接待
现场祭扫群众6773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