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
浩 秦怡欣 朱丝语）“没想到以前农

村无人问津的小野菜现在卖得这么

好！”4月6日，淮滨县双军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董毅说。董毅口中的

小野菜学名叫马齿苋，因其药用价

值而被市场接受。

2015年，董毅回到家乡新里镇

承包了50亩土地种植马齿苋。“前两

年我是自己种，2018成立了合作社

和乡亲们一起种，我负责回收、烘

干、包装、销售。”董毅说，马齿苋一

亩产量在6000斤左右，正常新鲜的

每斤6元起步，贵的时候在10元左

右，干的一般每斤15元左右，如果冬

季需求旺盛，干的每斤能超过20元，

每亩利润在1.8万~2.2万元。

“我们种马齿苋，一亩地政府

奖补 200 块钱，即使遇上收成不

好，一亩地保底也能拿到1000元。”2018年的脱

贫户黄敏说，几年前生病造成身体残疾，丈夫说

话有障碍，去年种了六亩的马齿苋，挣了一万多

块钱。

“前几年种的人少，有些城市出现了‘一菜难求’

的现象，现在我们与河南农大的专家合作研发野生

马齿苋种植技术，市场前景很好。”董毅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周
志恒）“俺依靠沿河水草资源丰富的优势，

养殖肉牛20多头，每年能带来20多万元的

收入。”4月5日，正在臻头河放牧的汝南县

常兴镇韩寨居委会居民李卫东高兴地说。

眼下，该镇像李卫东一样依河发展畜牧业

的农户达300多户，户年均增收2万多元。

常兴镇境内有四河一渠，坡地面积

达2万多亩，水草资源十分丰富，发展畜

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此，镇党

委、镇政府把发展食草型畜牧业作为支

柱产业精心培育，在沿河和沿灌溉区的

穆屯、西王庄、大申庄、曾庄、魏埠口、马

屯等18个村，采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

协会带动等方法，引导农户大力发展肉

牛、白山羊、獭兔等食草型畜牧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

为调动农户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

该镇对养殖10头繁育母牛的农户，每

下一头牛崽儿，政府给予1000元的补贴，对养殖肉

牛的脱贫户，每年每头给予500元的补贴，对养殖白

山羊的脱贫户，每养一只，政府给予200元的补贴。

目前，该镇发展养殖肉牛10头以上的农户30多

户，养殖20只白山羊的农户200多户，全镇年大牲畜

存栏2000余头，出栏1500余头（只），实现年产值近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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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4月6日，记者走进沈丘县周营镇欧营村，

街道两旁栽种的红叶石楠等花卉树木，高

低相间，煞是好看，农户门前的“微田园”

“微花园”“微菜园”等“微景观”整齐统一，

舒适养眼的农村新风貌呈现在眼前。

“谁能想到以前乱糟糟的村子，经过

这两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之后能变得

如此之美？”村民欧玉超把门前的道路打

扫干净后，又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分

装，心中很是惬意，“现在方便了，垃圾桶

就在家门口，我们按要求投放后，村里有

保洁员定时来收。”

欧营村党支部书记欧阳小斌介绍，在

村容村貌改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村

里根据每户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整治方

案。针对在老家没有盖新房，只有闲置老

房子的村民，村党支部引导其在拆除老房

子的同时保留宅基地；对已有新房，尚未

拆除旧房的村民，引导其尽快拆除旧房，

然后由村里统一进行村容村貌整治改造。

据介绍，像欧营村这样由差到美的小村

庄，如今在全镇20个村中占80%以上。去

年以来，该镇持续围绕“六村共建”等工作，多

举措积极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随着乡村环境日渐变好，之前在外打

拼创业有成的村民也纷纷返乡发展产业。

该镇马营村共2600多亩地，已规模流转出

去1000多亩，过去像“豆腐块”“裹脚布”等

零碎的小块地，现已变成大棚西瓜基地、花

卉基地、中药材基地。当下，马营村逐渐成

了全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核心村。

“目前产业园区已引入近20名业主，

园区的核心区辐射10多个村，较好地实

现了现代农业增效、村民增收致富。去

年，园区内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等实

现年人均收入1.6万余元。”该镇党委书记

马涛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要坚持因地

制宜、科学有序推进，准确把握各村的自

然条件差异和产业发展态势，做好顶层设

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

者李振阳通讯员高峰）“九年级学生

现在集体到操场集合……”3月29

日上午，潢川县谈店乡谈店中学操

场上传来了响亮的喇叭声，谈店中

学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足球训练。

这场足球训练由潢川绿茵启

点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专业教练们

发起，旨在帮助乡村学校提高足

球运动水平，这些教练们都具有

专业教练员证，杨寨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齐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已

经不是专业教练们第一次进校园

了。早在年初，张齐就将关注的

目光投向学生群体，利用每周的

体育课及大课间时间，免费给学

生们开展足球训练，参与训练的

学校从一所增加到了两所，学生

训练队伍也从70多人扩展到了

140多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晓
燕）“摄像头照得又远又清晰，下夜班以后

再也不用害怕了，感觉心里踏实多了。这

都是它们的功劳，24小时‘不眨眼’给大

家保平安，每个月还有人定期维护，现在

的安全防控做得真好。”4月1日，宝丰县

李庄乡翟西村村民代志强指着村口的监

控探头高兴地说。

“‘雪亮工程’源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这句话。现在我们安装的高清探头不光

覆盖了村主干道商业区，还延伸到了群众家

门口，真正实现了治安防控‘全覆盖、无死

角’，这不仅能提升村民的安全感，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村内治理能力，建设平安乡

村。”翟西村党支部书记贺金祥说道。

截至目前，“雪亮工程”在李庄乡全面铺

开，已安装摄像头156个，26个村实时监控

覆盖率达100%，探头高清率达100%。

“架在高空的‘天眼’为老百姓编织了

一张安全网。我们将进一步推动‘雪亮工

程’建设，继续增加探头数量，做到以用促

建、以用促管，真正提升辖区治理能力现

代化，从根本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获得感。”李庄乡党委书记马鹏飞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甜
甜李晓敏）3月30日上午，襄城县十里铺

镇鲁内村朱平老人吃过早饭便出了门，兴

冲冲地走在门前刚修好的水泥路上。“真

平、真干净！”朱平说，“住在背街旮旯儿大

半辈子，怎么也想不到一出门就能走上这

么干净的路。”

“今昔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提起以前村中的道路，朱平直摇头，

以前的鲁内村背街小巷都是土路，坑洼不

平；每逢下雨天，满地都是泥泞，也没有下

水道，雨水连同生活污水交织横流，街巷

里臭气熏天。现在路修好了，村民们纷纷

竖起了大拇指。

为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去年

年底开始，十里铺镇党委、镇政府着手

农村排前路建设工作，力争把水泥路通

到背街小巷，让群众走上安全路、得劲

路。该镇出台了排前路建设奖励办法，

对 4月 1日前修建道路每平方米奖励

20元，在4月1日~7月1日间修建道路

每平方米奖励10元。同时，为降低群

众投入，该镇整合辖区2个商砼站，以

最低价格向各村供应商砼。另外，镇里

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和验收小组，对各

村修建的排前路实行全过程监督，确保

工程质量。

今年3月初，十里铺镇启动排前路建

设工作，计划今年修建40公里。目前，该

镇已修建排前路共计15公里，40个行政

村已掀起排前路修建高潮。

“路一修出行方便了、村容变好了，这

些修好的水泥路可都是致富路啊！”十里

铺镇人大主席贾志永表示，下一步，十里

铺镇将继续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最大限度

地调动群众积极性，共同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管护全过程，努力打造干净美好

家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叶
楠）近日，漯河市委出台了《推进深入

纠“四风”持续转作风常态长效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该市在

开展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三年行

动的基础上，认真梳理总结三年行动

成效，并以制度机制的形式将实践中

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

不断推动作风建设走向深入的一项重

要举措。

《意见》提出，以“强服务、促提升、

增效能”为主题，紧紧围绕服务企业、服

务项目、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健全完善

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持续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水

平、增强服务效能，为深入实施新时代

漯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个一”总

体部署、谱写新时代漯河奋勇争先出彩

添彩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意见》强调，要加大转变政府职

能和“放管服”改革力度，健全联系帮

扶企业相关制度，引导各级各单位精

准助企解困，确保服务企业水平持续

提升、效能持续增强；引导各级各单位

对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画出路线图，列出时间表，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服务项目水平

持续提升、效能持续增强。

《意见》明确，要健全完善“六大机

制”，即：教育引导机制、权力运行机

制、利民便民机制、监督预警机制、干

部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意见》

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落实作

风建设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切实

履行作风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

其他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定

期召开讲评推进会，总结推进情况，通

报典型案例，安排部署工作，推动作风

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何宗鲜）“李校长，你们学

校食品安全‘三员’上周的豫食考核都

合格了吗？食堂食物是否都进行留样

保存？”3月29日，信阳市平桥区纪委

监委督导组正在对市二高餐厅卫生、

食品安全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为保障全区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平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

成立专项督导组，开启“监督找碴儿”

模式，对辖区172所中小幼学校食品

安全情况进行抽查，靠前监督、精准监

督，进一步压实相关职能部门主体责

任，坚决守护好全区师生饮食安全。

“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学

校管理人员就校园食品安全知识、防

疫要求进行专项培训，切实为师生打

造‘放心食堂’。同时，依托智慧监管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频监督，进一步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驻区教体局

纪检监察组长瞿正高如是说。

□邓进林 文/图

“我的幸福账单是公益基金，我

要用它来帮助那些孤寡老人和贫

困儿童……”4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幸福账单》栏目录制现场，

来自新野县沙堰镇初级中学的闫磊

老师，面对主持人朱迅的提问，做出

了这样的回答。

《幸福账单》是央视综艺频道推出

的一档大型互动游戏类节目。节目以

普通人讲述手中账单背后的故事，并

参与为其量身定制的大型游戏，因此

来赢得账单的报销。

闫磊作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学教育

硕士，在毕业时毅然放弃了在大城市

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的一所乡村中

学，成为一位音乐教师。多年来，在全

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同时，她还积极

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参与慰问演出，走

访贫困学生，慰问孤寡老人，用歌声给

他们带去温暖和快乐，先后获得了“南

阳市文明爱心个人”“南阳市慈善爱心

人士”等多个荣誉称号。

在教书育人之余，闫磊时刻不忘歌

唱家乡南阳，她演唱的改编歌曲《思念的

周庄》及原创歌曲《最美月季花》《南阳情

缘》等，情感饱满，深受欢迎和好评。

闫磊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中央电视

台综艺频道《幸福账单》栏目组，栏目

组主动邀请闫磊（如图）赴京参加《幸

福账单》栏目录制。

在北京市大兴区星光影视基地演

播厅的录制现场，闫磊与朱迅、马跃、宫

岩等著名主持人展开热烈互动，积极宣

传家乡的独玉、月季、渠首、“四圣”以及

文化周庄等等，尽情抒发她对家乡的热

爱与赞美。同时，她还一展歌喉，现场

演唱了由南阳人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

《孝敬咱爸妈》，用歌声表现了这位朴实

热情的乡村女教师的大孝大爱！

“这次到央视参加节目录制，更增

添了前进的信心。今后我要更加积极

地参与公益活动，用歌声讲述家乡故

事、传递乡音乡情，并尽自己一切努

力，去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谈到今后的打算，闫磊沉稳的话

语中透着坚定。

新野乡村女教师闫磊走进央视
她多年来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打动《幸福账单》栏目组

宝丰县李庄乡打造“雪亮工程”

“天眼”24小时守护群众安全

近年来，民权县王桥镇不断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全力打造美丽洁净的新农村，通
过种花栽树，并在村里建立休闲娱乐活动场所等，为老百姓营造舒适宜居的生产生
活良好环境。图为4月5日，该镇麻花庄村民俗文化馆门前鲜花盛开。豫之岷 摄

美丽乡村面貌新美丽乡村面貌新

深入纠“四风”持续转作风漯河市

4月2日，滑县农商银行组织70余名党员干

部和职工代表，到滑县冀鲁豫第四军分区烈士陵

园开展“祭英烈、学党史、筑信仰”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亚楠 史如月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晓
远）4月5日，在舞钢市枣林镇岗郭村距

离村室东边不远处，一座白墙红瓦的新

院落刚刚竣工，朱红的琉璃瓦在阳光的

照射下熠熠生辉，户主郭安伟正忙着指

挥工人们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如今的农村变化大，一点不比城里

差，房子装修好了打算和父母一起住，舒

坦！”郭安伟自豪地说。

无独有偶，常年在外打拼的岗郭村村

民郭凤鸣近日也做出一项新决定：放弃在

城里买房的打算，也要在农村老家居住。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郭如晨介绍，郭

安伟多年在外地开超市做生意，去年决

定携儿子儿媳一家四口回乡。现在村里

环境好了，像他这样的游子已经回村定

居的就有四户。

“以前的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

发，到处脏乱差，你再看看现在……”顺着

郭如晨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宽阔干净的

道路边，一排排树木碧绿青翠，一座座庭

院整齐有序。远处的休闲广场上，还安装

上了健身器材，几个老人正一边享受阳光

一边锻炼身体。“通过道路硬化，环境整

治，俺村的村容户貌确实有了大改观，现

在是道路有人扫，树木有人护，垃圾有人

管，舒适宜居的村内环境对远离故土的游

子来说，的确极具吸引力！”郭如晨说。

近年来，枣林镇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为抓手，建立健全“全域化、源头化、全民

化、常态化”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全面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针对农村垃圾处

理的顽疾，在全镇39个行政村统一配备垃

圾桶，建设地埋式垃圾收集点，指派专人

管理，垃圾运输上门服务，集中处理，做到

日产日消。去年又继续深度实施农村“厕

所革命”，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8400

余座，使所辖39个行政村的改厕率、达标

率均达到85%以上，完成了粪污收集、处

理、使用一体化标准。今年又着力加大拆

违力度，以镇区为中心向周边村层层拓

展，拆除清理私搭乱建、建筑垃圾4万余平

方米，完成黑臭水体治理项目11个，清理

河道沟渠、镇村公路200余公里，极大地

改善了镇村人居环境。

在此基础上，枣林镇因地制宜，从镇村

道路、广场、游园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到实施

坑塘治理、景观打造和建立治污防污机制，

再加上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使镇村人居

环境不断优化升级，吸引了百余户在外游

子或回乡养老，或返乡创业就业。

道路有人扫 垃圾有人管
舞钢市枣林镇乡村新貌吸引游子“回流”

平桥区 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潢川县谈店乡

专业教练送技能进校园

乡村靓起来 日子美起来
沈丘县周营镇乡村环境舒适养眼

襄城县十里铺镇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水泥路修到背街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