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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永城市政府与中裕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签约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红卫）“魏老

板又发工资了，你看这是我今天挣的200元。”7

月 10日傍晚，在汝南县板店乡魏岭村300亩钢

葱（日本铁杆大葱）种植基地里，村民侯小月领

到务工工资后高兴地向大伙炫耀。

“钢葱从育苗到移栽，都需要人工，现在每天

到基地务工的群众就有50多人，每天发放工人工

资5000多元。”钢葱种植基地负责人魏永波说。

“明年我准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通过为种植户提供葱苗、农药、肥料、技术、

销售等一条龙服务的形式在全乡推广钢葱种

植，把钢葱产业做大做强。”魏永波说。

近年来，板店乡坚持分类引导，着眼稳定

增收打出“组合拳”。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

前提下，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突出“一村一

品”。“我们以‘一村一品’为抓手，积极培育发

展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和农产品，收到了较好

效果。”板店乡党委书记张冬说。

据张冬介绍，在确定了“一村一品、产业强

乡”发展思路后，乡里先后多次组织干部和村

民代表到外地参观学习。通过学习先进经验，

村民们不仅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而且坚

定了产业致富的信心。

目前板店乡“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已初步

形成。以彭营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基地

的小麦良种繁育产业已辐射 4个村，面积超过

一万亩；魏岭村黄金梨已发展到 2000多亩，苏

庄村黄金蜜桃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以柴庄

村为基地的红薯种植及“三粉”加工产业不断

壮大，产、加、销一条龙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红

薯“三粉”制品畅销周边市场；温棚瓜菜种植面

积逐年扩大，仅魏岭村“绿红火”种植专业合作

社目前就已建温棚300多座，主要种植西瓜、甜

瓜、番茄等；在板店浩西牧业、刘营腾飞养殖的

示范带动下，全乡现有规模养殖户 35户，年出

栏肉牛 1000多头、羊 10000多只；淡水养殖快

速发展，板店乡废弃坑塘得以有效利用，莲鱼

混养效益逐年攀升。

“下一步，我们将把发展‘一村一品’同五

星支部创建结合起来，努力打造‘产业兴旺星’

样板支部，全力以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打牢乡村振兴基础。”张冬说。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敏 张良）7月 12

日，在太康县独塘乡葛屯村中药材种植基地，葛屯中药材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刘吉印正在和务工人员一起忙着包装

益母草、白芷等中药材，整个基地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我今年种有 300亩的白芷、80亩的白术，白芷价

格今年比去年稍涨了一点，一亩地收入五六千块钱，收

成比去年强。”刘吉印擦下额头的汗珠，满脸喜悦。

刘吉印介绍，眼下，中药材进入收获期，采挖、收集、

整理、分拣，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他动

员农闲在家的村民来基地务工，既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

也让村民有了增收的渠道。平时在基地长年务工的群众

有20多人，等到出药的时候务工量大，增加到50多人。

“家里种的有20来亩地，农闲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这

里帮忙，等到出药的时候，一天能挣 70多块钱，活也非

常轻松。”务工人员刘玉辉说。

村里有了产业，村民有了致富希望。葛屯村通过优

化调整种植产业结构，着力打造中药材种植产业，拓宽

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门路。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晓灿 徐嘉）眼下，

正是李子成熟的季节。7月9日，禹州市鸠山镇仝庄村的

李子园内，果农李晓培和村民们一大早就忙活起来，采摘、

分拣、打包、装车……大家分工协作，紧张有序。

“今天李子园正式开园，前几天就接到订单了，这些

都是刚打包装箱的，准备发到许昌，现在这些李子树就

是俺家的摇钱树！”李晓培高兴地说。

2012年，原本有着不错收入的她，毅然放弃了在外

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仝庄村办起了果园，发展优质李

子产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仝庄村现有李子树 100余亩，每

年6~9月是李子成熟的季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采摘的乐趣。

除了管护自家的李子树，李晓培因种植经验丰富，

还经常受邀去其他果园指导修枝、嫁接等，成了大伙儿

公认的“土专家”。

“能亲眼见证家乡的变化，带着父老乡亲一起致富，

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李晓培说，今年果园预计产果2万

多斤，更可喜的是，李子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所上涨，采

摘价达到了每斤20元以上，收入会更可观。

今年 57岁的村民李翠红，平时的工作就是为果园

除草、施肥、摘果，“每天在果园里干 8个小时，月收入

3000多块钱，不但能照顾两个孙子，还能增加收入。”李

翠红喜笑颜开。

“今年下半年，我想开办农家乐、民宿，逐步形成集

休闲、观光、旅游、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特色村落，打造成

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田野乐园。”李晓培下定

决心，要带领更多父老乡亲一起致富。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陈远
志 杨春丽）7月 7日，记者在泌阳县春

水镇前邓村的葡萄产业基地看到一幅

产业兴旺的喜人景象：14座葡萄大棚

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大棚里葡萄

藤蔓上挂满了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

它们或青或红或紫，晶莹剔透。

临近中午12点，虽然天气闷热，但

在这里上班的村民邓成贺仍在忙着采

摘成熟的葡萄。自从在这里上班后，邓

成贺每年可以拿到两万多元的工资。

“一年一个大棚里的葡萄收入有4

万多元，所有大棚加一起一年能收入

50 多万元。这些大棚是由周边几个

村的集体经济投资兴建，每年能给这

些村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分红不低于

17万元，还有十多名村民长年在这里

上班，每天每人能收入近百元！”基地

负责人陈贵显说。

近年来，春水镇根据各村产业优

势，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主导产业，狠

抓葡萄、草莓、香瓜、蔬菜等果蔬产业，

扶持农民建设种植大棚等，扩大特色

农业种植规模，为解决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创建了便利平台，有效地带动了

现代农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起

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7月12日，在宁陵县石桥镇万集村，宁陵县万集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光辉（右一）和社员一起给刚采摘的蟠桃套网套。该合作社成立9年来，
带动当地群众种植大果蟠桃、油蟠桃，品种达70多个。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宋涛 摄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梁
玉霞 曲从俊）“‘五星’支部创建是村

里的大事要事，要按照‘阳光村务’建

设要求，利用‘三有一码’宣传发动、

公开公示，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找对符合村情的点子、选对精准创星

的路子……”近日，漯河经济技术开

发区纪工委在督导黄头村“三联体”

及“五星”支部创建、“阳光村务”建设

座谈会上，督导组指导村干部找工作

结合点、创新思路、合力推进。

为扎实推进“阳光村务”建设，漯河

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印发了《“阳光村

务”建设质效双提保持常态长效工作实

施方案》等系列配套文件，区、镇、村三

级相继召开专题会安排部署“阳光村

务”建设，细化责任目标，明确履职要

求，层层传导压力，充分调动工作积极

性，严防工作质量停步不前、松劲反弹。

6月中下旬，根据漯河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的总体安排，该区抽调

相关部门精兵强将组成专项督导组，

按照《五星争创、三体共识、全域提升

考核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阳光漯

河”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先后两轮对

村级“五星”支部创建、“阳光村务”建

设督促指导，引导基层干部把“阳光

村务”建设融入镇村两级重点工作，

成为促进各项工作的有力推手。

通过“五星”支部创建等重点工

作的开展，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

委详细了解各村“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的运用情况，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固化“阳光

村务”建设要常态长效推进的要求，

使“五星”支部创建和“阳光漯河”建

设工作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对‘五星’支部创建、‘阳光漯河’

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督导，让我们更准

确地发现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出台

对应的政策措施，让‘阳光漯河’建设

有效促进‘五星’支部创建，形成了全

员参与创建的良好局面。”漯河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吴玉培说。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孙海
峰）近日，永城市人民政府与中裕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圳市举行项目

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中裕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将持续加大在永城投

资，建设能源综合利用项目。

据介绍，此次签约的能源综合利

用项目主要涵盖城市综合能源岛、区

域余热供暖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推动

商丘市和永城市新能源产业强链、补

链、延链，而且能进一步满足人们多

种用能需求，为永城加快建设商丘副

中心城市提供清洁能源保障，有力推

动商丘“双碳”战略目标实现，建设对

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高地。此

次签约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深入

贯彻国家关于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署，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又一次成功实

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城市弱

项，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满足群众

对于新能源基础配套的需求，有力推

动商丘市、永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转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
笑菊徐正瑛）“柴所长，这几天如有需

要，你只管来电话，我有时间！”7月10

日下午，在洛宁县福邸家园社区内，

结束一晌的杂草清理工作后，小郑脱

下“志愿红”，随即向所在的城关镇司

法所所长打去电话。

小郑是社区矫正对象。如今，在

洛宁县，越来越多的“小郑”们正以积

极的心态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

洛宁县司法局局长张正学说，在

社区矫正中，洛宁做到了“严管”与

“厚爱”相结合、“执法”与“教化”相结

合，促进了矫正对象向守法公民转

变。

目前，洛宁县司法局为矫正对象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130人次，且全部

取得职业技能证书。从接收登记、日

常监管到期满解除，洛宁县注重培养

矫正对象的“在矫意识”，结合“人人

持证、技能河南”行动，组织其参加电

工、电子商务等培训。

如今，“矫正蓝”被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点赞，他们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争当文明交通志愿者。去年以来，

“矫正蓝”参与志愿服务活动700余人

次，服务时长超过3000小时。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旭歌王世超）听着悠扬的世界名曲、

吃着专属的营养配餐、睡着柔软的生

态“床垫”、吹着仿自然的清风……这

是 7月 8日记者在宝丰县前营乡平顶

山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现代化

养殖场看到的场景。若非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如今牧场内的奶牛能有如

此的“品质生活”。

发展离不开好政策。“这几年，县

里先后为我们争取各种补贴资金

5000多万元，有政府撑腰，我们发展

奶业的底气更足了！”该公司负责人

李宏生说。

近年来，宝丰县把奶牛产业作为

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抓手，并将其纳入

县“十四五”发展规划，并建立“政府+

养殖场+服务组织+种植主体”四位一

体综合服务体系，促进奶牛产业绿色

健康发展。

目前，宝丰县奶牛存栏 1.5万头，

年产鲜奶10.44万吨、乳制品加工6万

吨。年产 18万吨饲料加工项目已建

成投用，奶牛产业由规模化养殖逐步

向牛奶加工、饲料生产、冷链物流等

产业延伸，全链条发展格局已基本形

成，全产业链产值达 8亿元以上。宝

丰县由此荣获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

发展示范县，被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奶

牛大县。2022年，宝丰县又被确定为

全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县，

获得国家补助资金1958万元。

7月 10日，邓州
市彭桥镇人大代表、
烟站站长刘应武在烟
田对烟农进行技术指
导。近日，彭桥镇人
大针对天气干旱等不
利因素，组织专业人
员综合施策抓好当前
烟叶工作，确保烟叶
稳产增收。

苏秀梅陈吉东 摄

本报讯 7月 8日早晨，延津县人

民广场上热闹非凡，有晨练的、跳舞

的，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一群学生围在

一起在地上写写画画。

这是广场义务书法培训班开课

了，学生们围在一起练习书法。

除恶劣天气外，义务书法培训班

每天按时开课，讲课的老师都是退休

教师和书法爱好者。老师免费向学

生们传授毛笔字的书写方法和技巧，

学生们以水为墨以地为纸，在地上练

习毛笔字。

书法老师申法旺已经76岁高龄，

每天都坚持来广场上教学生写毛笔

字，他说话幽默风趣，学生们都喜欢

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书法的技巧、

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学生们都亲切

地叫他申爷爷。

据了解，广场义务书法培训班开

班 11 年以来，共培养了 5000 名学

生。其中，有 300余人荣获过书法比

赛的奖项。 （刘亚鑫董瑜雪）

洛宁县

社区矫正对象志愿服务忙

宝丰县

奶牛产业“牛”劲十足

延津县广场义务书法培训班开班11年

培养5000名学生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阳光村务”助力“五星”支部创建

黄金蜜桃销往全国 莲鱼混养效益攀升

板店乡“一村一品”特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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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春水镇

大棚果蔬产业旺 太康县葛屯村苦药材种出好生活

禹州市仝庄村群众日子因“李”而甜

深耕教坛“拓荒牛”
（上接第一版）

“牛校长从来不是短视的人，他想

的不是让学生多考几分，而是我们用这

三年能为孩子的终身发展打下多少基

础。他曾组织千名学生徒步远足登楚

长城、踏访赵河公园，到老庄镇凉水泉

村感受乡村巨变，研学‘乡村振兴’，他

的视野已经从课本上、教室中扩大到更

为广阔的世界。”和牛建东共事十几年

的涅阳四初中教导主任杨冰如是说。

“他没有站在光里当英雄，
他本身就是一束光！”
牛建东不高，也不帅，中等身材，有

些秃顶，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繁忙的工

作，他身患糖尿病、高血压、胸膜炎、胰

腺炎等多种疾病。

2021年 6月，牛建东上班途中，因

让行对面飞驰而来的三轮车连人带车

摔倒在地，造成腿部骨折。当时医生要

求牛建东立即住院治疗，而他却说：“学

校工作那么忙，我咋能住院，开点药走

吧。”妻子张庆华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打

电话请求学校领导给他做工作。住院

不到一周，牛建东便强行出院返校，走

路一瘸一拐，但他仍坚持每天四五次巡

视课堂。

认识牛建东的人都说他是当之无

愧的“牛校长”，做人做事有股“牛”劲，

吃苦耐劳、坚忍执着；管理学校有“牛”

招，总揽学校工作全局，却又细致入微。

“也有很多人说，老牛脾气不好，好

批评人。其实静下来想一想，他只是见

不得忽视工作的行为，不想让一个孩子

被忽视、被耽搁。”牛建东曾经的同事、

涅阳三小校长张云山告诉记者。

从教三十四载，牛建东的荣誉却不

多，不是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也不是

学科带头人，每次推荐评选先进人物，

他都毫无私心地推荐别人。他常说“我

这个年纪不再要荣誉了，都给需要的老

师们”。

今年中招复习备考以来，他更是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从不叫苦叫累。尤

其是去世的前几天，他感觉脖子疼肩膀

疼，妻子和同事都劝他去医院检查，他

推说周二去检查。到了周二，他又冒着

酷暑到辖区几所学校做小升初衔接辅

导，忘了自己的病痛和承诺。

谁承想，到了周三，他却永远地离

开了……

“从我跟他结婚后，他都是每天很

早从家里出发去学校，结果他现在倒在

学校里……”牛建东的妻子张庆华至今

无法接受丈夫离开的现实。

“爸，你说话不算数，咱们约好的 7

月 5日放假了就来武汉找我检查身体，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女儿号啕大哭，

“我接受不了，我是医生却对父亲的离

去无能为力。”

涅阳四初中的师生们，至今仍记得

牛建东在去年 9月开学典礼上那情真

意切的话语：“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我不

做蜡烛，不做春蚕，我愿助力学生成为

更好的人，因为你们的成长，是我最好

的荣光。我愿做你们身边的护花使者，

一天一点力，一天一束光，一天一份爱，

助力四初中学子都能成为心理阳光、身

体健康、有责任、有格局的人。”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牛建东走了，除了几十本厚厚的工

作笔记，和抽屉里一盒盒没吃完的止痛

药，好似什么也没留下，而在他的学生

和同事心里，牛建东就像一束坚毅而温

暖的光，始终照耀着前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