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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下午 44时时，，在郑在郑

州市惠济区刘寨州市惠济区刘寨

街道办事处核酸街道办事处核酸

检测采样点检测采样点，，医医

护人员在为小区护人员在为小区

居民做核酸检测居民做核酸检测

采样采样。。为避免上为避免上

厕所厕所，，医护人员医护人员

连水都不敢喝连水都不敢喝，，

只为让居民少排只为让居民少排

会儿队会儿队。。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王侠王侠摄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
新强）“现在正是梨子大量成熟的季

节，但受疫情影响，来拉梨的大车比

去年明显少了，我们都很着急。”8月

24日，正在从三轮车上卸下一筐筐

梨子的鲁山县董周乡果农王留昌

说，他的20多亩梨园里，一半梨子

还没卖掉，很是担忧。

董周乡五里岭附近的蔡庄村、

铁家庄村、郝沟村、焦庄村、杨树沟

村等23个村，梨树种植面积达5.6

万亩，年产量1.5亿公斤，是鲁山县

最大的富硒梨基地，也是该县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董周乡在已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基础上，重

点打造酥梨产业品牌，努力把酥梨

产业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品牌优

势”“品质优势”“品种优势”，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

目前，果农种植的梨树品种有

“红香酥”“玉露香”“翠冠”“绿宝石”

“秋月”“园黄”等10多个，梨子五颜

六色，不仅外观漂亮，更是汁多味

美。据了解，当地梨子的成熟期前

后达两个多月，往年此时，湖南、湖

北、陕西等地的客商都会前来收购，

沿着五里岭的道路两旁，梨农的三

轮车来往穿梭，当地妇女忙着分拣

装箱，很热闹。

“今年来收梨的大车确实少多

了，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更多的客商

能来收梨。”当天，带领一家人正在

梨园摘梨的果农段文现恳切地说。

快来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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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珊 张红卫）

“苏伟吗？我们超市黄金蜜桃快断货了，再给

我们送300斤。”8月22日，在汝南县板店乡苏

庄村一处桃园内，正在采摘黄金蜜桃的果农苏

伟，连续接到三家超市要求供货的电话。

据苏伟介绍，他的7亩黄金蜜桃是2017年

种植的，为确保生产出绿色优质的黄金蜜桃，他

在种植桃树的同时，在桃园旁边建起猪圈和养

殖大棚，养殖300多头猪和1000多只柴鸡，并

建了专门的储粪池，猪粪、鸡粪经过储粪池发酵

腐熟后全部施用到果园，不仅解决了养殖污染

问题，还生产出了优质的黄金蜜桃。“这7亩桃

按亩产4000斤，每斤供货价4元，一年就是10

多万元，收入是普通农作物的十倍。”苏伟说。

近年来，板店乡瞄准市场，通过制定优惠政

策帮助农户大力发展优质林果产业，全乡黄金

梨、黄金蜜桃等优质林果种植面积达5000多

亩，优质林果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宁
建鹏 龚敬涵）“俺去年11月到这里

上班，现在每月工资3800多元。多

亏县妇联让俺学到了家政服务技

能，又给俺提供了就业信息。”8月

25日，在郏县一家月子中心，薛松梗

高兴地说。

家住郏县东城街道办事处的薛

松梗，去年11月参加了县妇联组织

的妇女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班，培训

结束后，经过县妇联“牵线搭桥”，成

为一名“宝妈”。

近年来，郏县妇联充分发挥联

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

过组织技能培训、举办创业大赛、实

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等措施，为广

大妇女创业就业搭建了良好服务平

台。

组织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

台。郏县妇联通过与县人社局等相

关部门联合开展“春风行动”，为妇

女送技术、送信息、送岗位。今年先

后组织开展各类女性技能培训班46

期，共培训家政服务人员758人，新

型职业女性农民295人，职业女性

培训264人，其他各类技能人员374

人。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建立了

“郏县女性”“巾帼企业助力”等微信

平台，今年已帮助1691名女性实现

了就业。

举行创业大赛，交流创业经

验。去年以来，郏县妇联已举办大

型巾帼创业创新大赛3次，先后有

30多名巾帼创业女性向全县妇女姐

妹分享创业经验。截至今年7月底，

已培育出1个国家级巾帼创业模范、

4个省级巾帼创业模范、5个市级巾

帼创业模范，郏县籍女性在县内外

创办、领办有一定规模的企业170

余家，年创造价值1.2亿元以上。

凝聚巾帼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以来，郏县妇联通过实施“巾帼

贷”项目、打造巾帼创业基地、深化巾

帼扶贫行动等措施，大力支持妇女创

业就业。联合县农村信用联社等金

融单位，为46户创业女性发放信贷

资金1300多万元；在全县开展“巧媳

妇”创业就业示范基地创建活动，目

前全县已建成有一定规模、效益的

“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地67个，

其中省级“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6个，市级“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

基地7个，先后有1000余名妇女通

过在基地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就业创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

基，也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郏

县妇联主席梁静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今

年雨水多，路上的积水排不出去，工作组帮俺

修了下水道，解决了大家的烦心事……”8月

24日，沈丘县付井镇岗王村村民李月兰说。

李月兰口中的“工作组”，是沈丘县重点村

居集中整治派驻岗王村第一工作组。岗王村

因班子软弱涣散、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被确定

为重点村居集中整治村。2021年5月13日，

沈丘县从县直单位抽调18名工作人员，成立第

一工作组进驻该村，着力解决群众“烦心事”。

工作组驻村两个多月来，走访群众451户

2732人，入户走访率达87% ；收集举报线索

25条，形成有效线索17条；为群众解难题、办

实事22件次。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夏军 徐豪）最

近，郑州大学派驻泌阳县双庙街乡闫洼村第一

书记张远，因代言该村“网红”黑玉米成了朋友

圈的“红人”。

近日，记者在闫洼村春雷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黑玉米试验种植基地看到，成片的玉米地郁

郁葱葱，狭长的玉米叶子像绿色的绸带，在微

风的吹拂下，摇曳起舞，一棵棵植株上结着一

个个成熟的玉米棒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掰开玉米绿色外壳，成熟的黑玉米颗粒饱满、

乌黑发亮，很是诱人。

据该合作社负责人李磊介绍，在郑州大学

驻村干部的帮助下，他今年试种的3亩黑玉米

很成功。这种玉米富含硒和花青素，营养价值

高，产量与普通玉米相同，售价却高于普通玉

米，种植起来更划算。“今年种植的黑玉米只通

过朋友圈销售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送给了

周围的村民和朋友试吃了，计划明年扩大种植

面积。”李磊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张雨柔)

“镇卫生院务必要严格按照规范落实防

控措施，做好院内患者、医务人员的防护

工作，牢牢守住防止医院感染这个底线。”

8月23日，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纪

工委开展乡镇卫生院院感管理情况专项

督导，要求黑龙潭镇卫生院、姬石镇卫生

院严格按照院感管理要求做好相关工

作，并对互查问题积极整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

一轮战“疫”打响以来，该区纪检监察干

部闻令而动，成立3个疫情防控督查组，

分赴30个村(社区)，围绕疫情卡点、管控

措施落实、疫苗接种、冷链物流、物资储

备、核酸检测等重点工作开展疫情防控

专项督查40余次，列出问题清单60余

条，向区直及直属各单位、乡镇发布疫

情督导发现问题整改通报5期，发出纪

检监察建议书3份，确保全部整改到位。

在此基础上，该区纪工委着重对院

感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一方

面紧盯医疗机构，针对预检分诊、医患

个人防护、场所消杀等几个方面联合两

镇卫生院进行院感防控互查，发现问题

6条，组织专业人员对照防范标准开展

问题整改回头看，目前已全部整改到

位。同时，坚持每天排查辖区16家药

店，确保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药和抗

生素暂时下架，38个诊所坚持每天消

杀，严格落实不得收治发热病人和及时

上报制度，进一步压实防控责任，提高

院感防范水平。

另一方面，区纪工委对隔离点建

设、验收、使用进行全程监督，组织专项

督导十余次，对照隔离点使用标准重点

查阅隔离点建筑检验合格证、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证等证书，确保隔离场所建筑

安全及消防安全，督促职能部门加强监

管，消除隐患。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全覆

盖’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点，堵

住防控漏洞、压实防控责任，推动筑牢

疫情防控屏障。”该区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王君说。

本报讯（通讯员吕运奇 薛院喜 记

者冯刘克）8月25日凌晨4时，中牟县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振华被闹铃叫

醒，急忙赶往单位，和同事一起前往狼

城岗镇南韦滩村，早晨7时他们要和其

他检测采样点人员一起准时开启全县

的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中牟县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涉及

辖区70万人口，为快速有序开展检测工

作，该县卫生健康委抽调2000余名核

酸检测采样人员充实一线，分散在全县

417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中牟县采取十项措施确保圆满完

成核酸检测任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中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疫情

防控卫生防治部部长曹可艳说。

□本报记者杨青

8月 25日，退役军人王庆在河南

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

一位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成

为郑州市第 343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今年37岁的王庆目前在郑州市青

少年宫工作。去年3月，他参加了无偿

献血活动，并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希望能在有人需要时贡献

自己的一分力量。

今年6月2日，王庆接到郑州市红

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血液病

患者初步配型成功时，他二话没说就同

意了捐献。

在王庆的积极配合下，捐献流程顺

利进行，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雨和疫情打

乱了郑州平静有序的生活。面对困难，

王庆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顶住

压力，继续进行捐献程序。

从8月20日开始，连续4天，王庆每

天都在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备，每隔

48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8月25日，

经过所有人的努力，王庆终于顺利完成

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汝南县板店乡
5000多亩林果助农增收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决打赢两场硬仗在乡村振兴路上在乡村振兴路上

送技术 送信息 送岗位
郏县为妇女创业就业搭建平台

（上接第一版）

方所乡村文化·大南坡是知名书店品

牌“方所”在中国乡村土地上的首次亮相，

设计颇具现代感。这个由大舞台改造成的

书店，成为全村人读书休闲、提升自我的好

去处。

曾经显赫一时，曾经陷入贫困，几经沉

浮的大南坡村，经过美学设计改造，变身修

武网红村。

村党支部书记赵小红在方所书店里娓

娓道来：大南坡村曾经富裕，村民靠挖煤致

富，是全国第一个电视村。资源掠夺型的

简单索取让村里付出了惨重代价：树死了，

水枯了，粉尘飘散，机器轰鸣，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了，青山绿水不见

了，村民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大南坡村转

眼间成了省级贫困村。

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惠及大南坡村，

2019年，他们脱贫摘帽了。2020年，乡村

复兴论坛·修武峰会在这个小山村召开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名人大咖齐聚，

共同探讨乡村振兴的美学路径。

回忆当时，赵小红仍然感慨万千：那次

峰会，是大南坡复兴的转折点。

县里请来了顶级设计师，对村庄统一

规划、设计，修旧如旧，加固改造。始建于

上世纪70年代的该村大队部办公建筑、粮

库和供销社等公共建筑，变身为社区营造

中心、艺术中心、碧山供销社，搭建起乡村

公共文化场域。树似乎已不是那些树，房

也不是那些房，它们被注入了灵魂，让人突

然生出感动！

村民赵小连清楚地记得，一期美学景

观完成后，很快就有游客来大南坡村。“现

在人更多了，来旅游的，来参观学习的，天

天不断。”赵小连说。

村里小酒馆应运而生，新建的7家山

居民宿正在做迎客前的培训……大南坡村

又活过来了！原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

乡，在家门口挣起了钱。

数字显示，修武10多个美学集群以及

正在建设的80多个美学项目正在陆续盈

利。

民宿魅力民宿魅力：：吸引游客住下来吸引游客住下来

夜幕降临，坐落在半山腰的岸上村西

五六街区精品民宿一条街上，高档旅店一

房难求。

51岁的“故居”民宿老板郭小三，原来

走南闯北跑长途运输，依靠村里的煤矿资

源，把山里的煤炭拉出去卖。上世纪80年

代，县里勒令关闭了煤窑，运煤的生意没

了，郭小三就地开起了农家乐。

“农家乐盖在自家宅基地上，条件简

陋，几张简单的床位，满足着游客最基本的

需求。”郭小三说。

郭小三所在的云台山镇岸上村，在云

台山核心景区，随着景区的火爆，低品质的

农家宾馆再也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2019

年，修武聘请专业设计师，融入美学理念，对

民宿统一规划，统一设计，提质升级。

政府负责设计，群众负责建设。机遇

面前，郭小三主动谋变，向银行贷款200多

万元，拆掉老房子，盖起新民宿。

2020年7月，“故居”开张营业，房型

还有小复式。有云台山几百万强大客流的

支撑，“故居”一下火了。“遇到长假天天客

满，全家人打理人手还不够，得请村里人来

帮忙。”郭小三说。

在西五六大街上，“远近之间”“那里繁

花”“后院”等精品民宿，设计风格各有特色，

当地小吃、河南烩面、特色烧烤应有尽有，晚

上营业到凌晨，“夜经济”火了起来。

美学改造后的岸上民宿小镇，节假日

入住率超92%，年旅游服务综合收入达

5000余万元，带动7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全村年人均收入达2.5万元，比改造前

的农家乐增收5倍。

文化精髓文化精髓：：旅游内涵多起来旅游内涵多起来

从岸上村出发，山路崎岖，沿着盘山公

路汽车穿过18个蜿蜒的涵洞，看到一斗水

村的景点标识牌：斗水泉、猪耳朵窑、白陉

古道……

天空湛蓝湛蓝，空气新鲜得醉人。古

树、石屋、山林、梯田，勾勒出云台山谷的古

村画卷。

“一斗水村坐落在豫晋咽喉要道上，因

村中一斗水井而得名，有千年历史，明清时

期的古建筑随处可见。”郭文胜讲解道。

51岁的郭文胜，土生土长的一斗水村

人，是县里任命的讲解员。村里有不少文

化渊源小故事，村史、村志大多是他撰写

的。“要讲好古村落的故事，让人们记住乡

愁，感悟老家田园之美。”郭文胜说。

两个儿子先后走出大山，可郭文胜却

始终割舍不下大山里的家，老两口经营着

村南头的“祥和家园”农家乐，主要收入靠

农家乐。

几天前，从新乡又来了一波游客。吃

咸米饭、山韭菜饺子，听鸡鸣狗叫，吹习习

山风，感受乡村文化的魅力，游客好不惬

意。

村党支部书记王勇说：“一斗水村靠休

闲游脱贫，还要靠休闲游发展！”

行走修武，目之所及是绿色、是村庄，

双庙村、桃园村、平顶窑村……散落在密林

中，透着神秘。修武古村落众多，省级以上

的古村落有10多个。“在保护好古村落的

同时，我们着力打造乡村文化聚集的IP效

应。”修武县文广旅局局长刘飞说。

海拔1100多米的古村落陪嫁妆村，被

誉为“中国爱情第一村”，76岁的村民赵孜

然说起了村名的由来：万花庄的高员外，把

方圆百里的山场买下来给女儿做了嫁妆！

村里主打爱情文化主题。村头有象征

爱情的千年榔榆林，吸引年轻人不远千里

前来许下爱情诺言。政府修建了9.9公里

的爱情1号公路直通古村，这里，已经成了

网红打卡地。

村委会工作人员翟粉霞告诉记者，村

里加快了乡村游建设规划，新铺设了青石

路面，强弱电入地等基础建设已经完工，新

规划了婚庆广场。翟粉霞说：“婚庆广场将

建在榔榆林里，在那里见证浪漫爱情，又是

个新的网红打卡地！”

数字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修武共接

待游客 531.12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20.77亿元。大南坡、岸上、秦厂等村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78.5万人次，比2019年增加

62.86%。

修武正在从一花独放的云台山景区

美，全面提升为由乡村美、文化美、党建美、

民宿美等一个个美学元素构成的全域美；

也从云台山的景区单点创收实现了全域创

收，美学项目陆续实现盈利。

“擦亮生态底色，用美学路径发展乡村

游，目前还只是探索。”刘飞说，“修武乡村游

的发展，还要静心思考，踏实做事，久久为

功。农旅融合、文旅融合、景城融合，都大有

文章可做。今年，依托生态资源禀赋，将打

造山区、平原、传统村落三大乡村旅游精品

环线，实现乡村游连点成线成面的愿景。

眼下修武处处皆美景，游玩了云台山，

可以来住古村，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未来的修武，会比现在更幽，更美，更

有魅力！这里，值得你再来，再来……

山乡有景入画来
——修武发展乡村旅游的美学探索

泌阳县闫洼村
黑玉米试种成功
明年要扩大规模

沈丘县岗王村
工作组来了 烦心事解了

鲁山酥梨丰收 果农 买主急盼

8月25日，在内乡县福瑞兹生物科技公司的葡萄扶贫基地内，成熟的葡萄挂满枝条。该公司引进
的无核葡萄在周边大面积推广，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甜蜜产业”。张中立摄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压实防控责任压实防控责任 筑牢战筑牢战““疫疫””防线防线

中牟高效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

为患者送去“生命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