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文邦教授为薯农讲解技术要点。 相一杰 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相一
杰）“在尽快排除农田积水的同时，要利

用晴好天气，及时进行甘薯提秧，一方面

可以提升农田光照面积，尽快降低土壤

湿度；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甘薯茎节

长时间接触地面生根，降低甘薯产量。”

近日，在汝州市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一

号高产示范基地内，河南科技大学甘薯

产业研究院院长侯文邦教授，一边示范，

一边为薯农讲解技术要点。

据介绍，为切实帮助广大薯农增收

致富，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河南科技大

学，持续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生产指导，

累计开展专题培训13期，邀请专家团队

实地指导70余次，解决薯农甘薯产业发

展难题200余个。7月29日，侯文邦一行

再次应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的邀请，到庙下

镇寺上、罗郭岭、小寨等高产示范基地，开

展灾后甘薯生产恢复指导工作。

在小寨村，侯文邦一行实地查看了

甘薯长势情况，分别就农田排水、甘薯大

田前期旱情和部分甘薯田块控旺及病虫

害防治提出了具体措施。

“侯教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我的

红薯长势不好，快帮我看看。”小寨村村民

见到侯文邦，就急忙拉着往自家地里走。

“这应该是甘薯上茬儿种的花生，你

封闭药的使用量过大，导致红薯出现药害

现象，不过并不严重，今后一定要注意农

药使用量，合理倒茬儿，切记前茬儿花生

田，下茬儿最好不要种植红薯。”侯文邦说。

在寺上村千亩烟薯轮作、间作示范

基地内，侯文邦根据甘薯生长情况，提出

了加强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科学控旺

等具体措施，并详细讲解了烟薯间作密

度、甘薯种植密度等技术要点，指导薯农

实现提前上市和科学调茬儿，达到烟叶

和甘薯双丰收目的，夯实甘薯产业发展

基础。

□徐云峰

我的驻村日记写下这个标题，也许

会让人摸不着头脑，驻个村和媒体人精

神似乎也沾不上边，但于我而言，却是

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悟——

一年半以来，我在一个一穷二白的

山村，落地推动近20个民生和产业项

目，也曾汗珠子泡月亮，也曾泪眼伴长

夜，但我坚持坚守下来了。我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创新开拓才有新气象！

其实，我更清楚，在这里驻村，也

需要媒体精神——求真务实，为民请

命，创新开拓，坚韧不拔！这也是我今

天驻村日记写下这个题目的真实原因

所在。

我驻的这个村属于集体经济“空壳

村”，居民生活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配

套等极其薄弱，村里没有路灯，没有水

冲厕所、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管网、没

有卫生室，没有一眼可以用的“中国水

利水井”，没有文化舞台、没有健身器

材，户户通近乎为零，中心小学废弃，没

有集体经济收入，1000亩山坡地靠天

收，7000棵柿子树卖不上一分钱！因

为不是贫困村，国家扶贫政策、扶贫项

目、扶贫资金与这个村无缘，一切的空

白，都需要想办法去填补！

而这一切，我作为第一书记，都必

须务实求真，就像当年的媒体暗访、深

度报道一样，必须立足于事实真相，着

眼于“解剖麻雀”，把每一个民生难题

逐个去化解！

在汝州市委、市政府和各职能部

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在娘家人、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的关心下，太阳能路灯亮了，山泉

“自来水”疏通了，200个旱厕改造了，

废弃学校恢复招生了，两眼100米深

井完工了，文化广场、健身器材投入使

用了，污水管网建成了，户户通开建

了，卫生室竣工验收了，千亩高标准农

田立项了！

村里没有产业，就必须“无中生

有”，没有创新精神，更是无法想象。从

销售榆钱、洋槐花开始，到柿子收购、柿

子醋加工销售；从建设香菇大棚，到春

节土特产大礼包销售、推动落地养羊项

目，每一步都艰辛得难以想象！

老百姓看到的是，村里的榆钱、洋

槐花、柿子换钱了，走出山村、卖到省

城了；40 个

香菇大棚出

菇见效，105

平方米周转

冷库与近20

万元供水设

备 投 入 使

用，山坡养

羊项目基础配套开始动工，而其背后

的汗水努力与资源“筹划”，每一天都

如履薄冰！资金不足，民间借贷，动员

村干部个人到银行贷款，给村里无偿

使用，累计借款70多万元，到目前连

一个起码的借款协议都没有签，这仅

仅靠“第一书记的个人魅力”是办不到

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你身上看到了

创新与坚韧的力量，看到了“山村发展

的希望与信心”！

作为一名老媒体人，我不知道能

把这个村发展得有多好，但我深信，

我将在这里“赓续媒体精神”，加强调

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只要干部团队和乡亲们齐心

协力往前走，这个村一定会成为周边

的标杆——岭美水秀、窗明几净，牛羊

满山坡、产业富农家。你来吗？我在

山里等你……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
申）这些天，河北沧州人王国栋成了河南

汝州人口口相传的英雄。

要想说清楚这事儿，还要从王国栋千

里驱车给汝州市夏店镇送来一车救灾物

资说起。

7月26日，王国栋从电视新闻里看到

河南遭受强降雨袭击的画面后，便萌发了

为河南灾区奉献一份爱心的念头。通过

共青团河南省委公布的捐赠联系电话，王

国栋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7月27日12时许，经共青团河南省

委牵线搭桥，王国栋与夏店镇团委书记杨

萌帆取得了联系，表示将个人出资购买一

批酒精、口罩、医用绷带、消毒液等救灾物

资送往夏店镇。

得知王国栋为河南汝州送救灾物资

的消息后，沧州市青县爱在天下慈善协会

捐赠了两包衣服，沧州市青县东家服务中

心二中店捐了3000元现金，青县一女士

匿名捐了500元，请王国栋购买救灾物资

送往汝州市夏店镇。

7月27日，准备带着副驾驶同行来河

南的王国栋，不得不调整了计划。为啥？长

安面包车装满了，就连副驾驶位上也堆满了

救灾物资。当晚9时许，王国栋辞别亲人，

独自驾车从沧州市青县连夜向汝州进发。

7月28日10时许，经过13个小时的

长途跋涉，王国栋顺利将价值6000多元

的救灾物资送到了夏店镇。

交接完毕已是11时了，为了不给夏

店镇添麻烦，王国栋婉言谢绝夏店镇的挽

留，准备驾车返程。眼看留不住王国栋，

杨萌帆把镇机关餐厅早餐剩下的6个熟

鸡蛋塞到了王国栋手中。

“这是我应该做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是咱们的好传统。”面对感谢，王国栋说，“以

后有什么困难再联系，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据了解，王国栋今年45岁，从武警部

队退役后，先后在河南、河北等地经商，现

在是沧州市青县的一名的哥。

王国栋（中）在捐赠现场平党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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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第 夜

驻村也需要媒体精神
九 十 三

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应邀为汝州甘薯“把脉问诊”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任亚
晓）为巩固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成效，7

月27日，汝州市组织召开了有100多名

高素质农民参加的2021年培训跟踪服

务座谈会。

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宋家永，应邀以

《优质绿色富硒农业产业化》为题，从硒

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切入，围绕从优质富

硒农产品到富硒农业产业化，层层展开，

作了精彩讲座。宋家永还就学员提出的

在富硒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富

硒产业政策等方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按照《汝州市富硒产业培训实施方

案》的要求，目前，汝州市富硒办已组织

了两期专题培训，本期培训的重点对象

为高素质农民，依托汝州市2021年高

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强化技术指导，解

决发展技术难题，推动培育壮大富硒产

业。

据悉，汝州市还将联合省内外富硒

产业协会和科研院所专家，发挥各涉农

部门的技术优势开展培训，上下联动，以

点带面，推动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

天瑞集团捐资捐款2000万元
支援郑州等地灾后重建

煤山街道排查“九小”场所安全隐患

巡察为汝州技师学院“开疆拓土”

从河北沧州到河南汝州
退役军人王国栋千里送救灾物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赵继诚）

8月3日，记者从河南省慈善总会获悉，天

瑞集团捐资捐款2000万元（现金300万

元，价值1700万元的水泥），支援郑州、卫

辉、荥阳、汝州等地灾后重建，帮助当地群

众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来自天瑞集团的消息称，天瑞在河南

的工厂、景区，同样遭受了洪水和泥石流

的无情侵袭。工厂停产、设备损坏，旅游

景区道路被毁、酒店被淹，经初步估算，损

失约1.96亿元。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河南汛

情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受灾区域正

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但是受洪水影响，

灾区房屋、桥梁被冲毁，道路、堤坝等基

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灾后重建迫在眉

睫。”天瑞集团党委书记李法伸说，在企

业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天瑞集团毅然以

社会责任为己任，号召各企业继续发扬

天瑞努力拼搏、不惧困难的奋斗精神，在

全力做好生产自救的同时，以大局为重，

舍小家顾大家，在这个特殊时期捐赠资

金和建材物资，希望能帮助灾区群众早

日重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毛远恒）

为进一步强化沿街门店和“九小”场所安全

监管、“多合一”场所专项治理工作，切实防

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汝州市煤山街道

从7月28日开始，组织开展拉网式安全隐

患排查，逐一登记造册，落实责任到人。

目前，该街道已排查各类沿街门店和

“九小”“多合一”场所3038家，发现隐患

2210处，整改1400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麻哲浩
李松英）8月3日，记者从汝州市交通运

输局获悉，在推进道路运输安全工作，开

展查处“两客一危”专项行动中，汝州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查获一辆非

法运载危险品的小货车，且该车属报废

车辆。目前，该车驾驶员已被移交公安

机关接受处理，查获的报废小货车移交

相关企业拆解。

据介绍，该车驾驶员孙某受雇于一

家液化气公司，以从业多年且有经验

为由，明知驾驶车辆是报废车辆，但仍

心存侥幸。被查处时，该车载有装满

气体的氧气瓶 10 个、二氧化碳气瓶 5

个。

市交运执法大队查获一辆非法运载危险品小货车

本报讯 近日，汝州技师学院以汝州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巡察意见为动力，积

极谋划职业教育新思路，深化高质量职教

改革，实现了由高级技工学校向技师学院

的华丽转身，职业教育呈现蓬勃活力。

据悉，该院在原先8个拳头专业的基

础上，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增设11个新兴

专业；与江苏等南方产业发达地区上市企

业强强联合，打造了一批产教融合校外实

训基地；瞄准国家技能大赛标杆，按照“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的总体思路以赛促学，实训工作提升有

力。

汝州技师学院党支部书记李浏记说，

今年春季开学，学院招生300余人，创历

年新高，为完成全年招生目标突破1000

人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有信心力争在

三至五年内，把学校建设成一所立足汝

州、辐射周边县市、面向全省的省内知名

技师学院。”

（郭营战 李俊强）

本报讯 近日，收到汝州市委第一巡察

组反馈巡察意见后，汝州市委老干部局迅

速行动，把提升老干部工作作为整改重点。

“七一”前夕，该局班子成员分组走访

全市离休干部，及时解决他们的所需，与市

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社保局以及离休干

部所在单位沟通协调，督促相关职能部门

克服困难，按照时间节点落实离休干部生

活补贴增发工作。同时，组织汝州市晚晴

诗词协会、老干部书法家协会等群团组

织，创作诗词、书画、摄影作品，举办集邮

展，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以

及汝州市各行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李静韩佳临）

巡察推动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宋佳）7

月29日5时30分，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杨长坡作了动员讲话后，60余

名执行人员在院班子成员的带领下，兵分

6组，再次奔赴各乡镇、街道，开展集中执

行行动。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近9个小时，查找

失信被执行人63 人、拘传34人、拘留23

人，当场履行完毕案件7起、和解4起，查

封奥迪汽车1辆，扣押三轮车1辆，涉案

标的金额245万元，执行到位金额35万

元。

被执行人焦某因欠申请执行人董某

借款6.87万元，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0

年11月27日主持调解，约定焦某支付董

某6.87万元，但焦某分文未付。申请执行

人董某申请立案执行后，执行干警于6月

7日向被执行人焦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传票，责令被执行人焦某到庭

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焦某拒不到庭。

执行干警来到被执行人焦某家后，对

焦某释法明理，作了批评教育，但焦某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干

警遂对被执行人焦某采取拘传措施。

杨长坡带队执行 宋佳 摄

汝州市人民法院集中执行再出发

关注·社会

汝州市培训跟踪服务高素质农民

为富硒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