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茜茜魏勇旭

“最近雨水多，辣椒长势

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8月

5日，叶县廉村镇王店村村民徐

令歌来到自家流转的20多亩地

里查看辣椒长势。

1998年，徐令歌经人介绍，

与王店村村民王自强结婚，婚后

王自强在外务工、徐令歌在家种

田，两人育有一儿一女，生活美

满幸福。2018年，在外务工的

王自强突感身体不适：走路倾

斜，听力、视力下降。徐令歌陪

他到处检查、就诊，最终确诊为

听视神经瘤。后来，王自强在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了手术，

徐令歌一直忙前忙后地照顾。

经过治疗，除受损的听力

和视力无法恢复外，王自强已

能正常行走，但却无法外出务

工了，这也就意味着家中缺少

了主要收入渠道。孩子的学

费、丈夫和婆婆的药费，愁坏了

徐令歌。

王店村党支部书记高要秋

得知情况后，多次前往徐令歌

家与其交流谈心，帮她流转十

余亩土地种植辣椒，让她重拾

了对生活的信心。

辣椒种植是廉村镇近年来

一直倡导的富民产业，为更好

地让徐令歌学习辣椒种植，高

要秋时常带着她到辣椒种植能

手的田地里参观。2021年，徐

令歌第一年种植辣椒就实现了

丰收，当年收入超过5万元。

此外，徐令歌还到村上的

购物超市上班，在顾家的同时

每月还能增收1200元。

在徐令歌的努力下，她的

家庭情况日趋好转：儿子学业

有成，考上了河南科技大学的

研究生；女儿在廉村镇中学上

八年级，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几

乎次次都能拿年级第一。

“今年，我又流转了十亩土

地，一共种了二十多亩辣椒，预

计能有10万多元的收入。”看着

田地里长势旺盛的辣椒，徐令

歌眼睛里充满了憧憬。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陈会敏）8月 4日，正值我国

传统节日七夕节，舞钢市矿建

街道赵案庄村的郭英豪比往日

更忙了，天刚破晓他就起了床，

给刚采收的玫瑰剪枝、捆扎、包

装，再运送到市内各大花店。

“七夕节，玫瑰园赏花免

费，采摘5元1枝、10元 3枝，玫

瑰花茶和纯露免费试用。”七夕

节前一周，郭英豪就在微信朋

友圈里广而告之了。节前两

天，郭英豪的电话几乎被打爆，

订单应接不暇，十来名工人从

早上一直忙到晚上10点。

前年春天，郭英豪了解到

种植玫瑰花期长不愁销、经济

效益较好，便开辟了6亩地种植

玫瑰。他与舞阳县日红园艺有

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他负

责种植，对方提供技术指导与

销售。两年来，他种植的玫瑰

花不出市就被抢购一空。此

外，他还将鲜花制作成玫瑰花

茶、玫瑰纯露。

七夕节前夕，鲜切玫瑰备受

消费者青睐，价格一路飙升。一

束玫瑰20枝，郭英豪一天能卖几

百束，加上销售玫瑰花茶和玫瑰

纯露，他一天能进账几万元。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徐嘉

“我儿子在市里上班，他想

把俺老两口接出去，但是城里俺

住不习惯，再说俺也割舍不下这

些蜜蜂。”8月3日，在禹州市鸠

山镇大潭沟村深山里，82岁的

养蜂人郭国亮正在查看蜂巢。

郭国亮和妻子扎根在这山

坳里几十年，平时夫妻俩一个

上山采蜜，一个在家等待着丈

夫归来，把采回来的蜂巢压碎

后过滤、装瓶。夫妻俩一唱一

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酿

造”着属于他们的甜蜜日子。

大潭沟村是一个隐藏在大

山深处的村落，这里天蓝水清、

茂林成荫、花源丰富。“我从20

岁起就开始养蜂，养了几十年，

带出的徒弟都有三十多个人，

咱的蜂蜜纯正、价格公道，根本

不愁销路。”郭国亮说。

据介绍，郭国亮年轻时候

在当地镇办企业当过 10年的

采购员，是远近闻名的能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养殖

蜜蜂。依靠村子的资源优势，

郭国亮从零开始，潜心钻研，成

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养蜂专家。

“很多人都知道大潭沟村

有个姓郭的养蜂人，一直想买

几瓶纯正的蜂蜜，但是苦于没

有联系方式。”大潭沟村驻村第

一书记张广东说，“自从他们知

道我跟郭大伯是老熟人后，隔

三差五就托我带几瓶，每次我

去郭大伯家，都能把他的仓库

‘搬空’！”

大潭沟村党支部书记李红

敏告诉记者：“目前，在郭国亮

的带动下，村里有几户脱贫户

开始跟着他养蜜蜂，收入很不

错！”

“大孙女去市里免费参加

电商培训班了，准备学成后在

家里开个网店，希望把村里的

蜂蜜销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

人吃到纯正的蜂蜜。”说起以后

的打算，郭国亮老人满是期待。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今天装车6万多个渔网，

全是当场结算。”8月1日，商水

县舒庄乡杨集村渔网经纪人王

线花告诉记者，现在渔网生意

好做，加工费高，付钱及时。

王线花今年 55岁，3年前

她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

帮王线花脱贫致富，商水县纪

委驻杨集村第一书记郭凯丰牵

线，从练集镇渔网厂引进渔网

编织加工项目，让王线花在编

织渔网的同时，当一名渔网经

纪人，负责发放渔网材料、指导

织网技术、收集渔网成品和发

放工钱。

由于渔网编织技术简单，大

人小孩都能干，加上王线花货源

充足、服务热情，送货、收货都上

门服务，又按时足额发放加工

费，村里编织渔网的人越来越

多，由开始的 20 多人发展到

100多人，人均月收入1800元。

“我干活慢，一天能挣四五

十元，俺老伴一天也能挣四五

十。虽说挣得不多，但是够我们

老两口生活开支，给孩子减轻负

担的同时，还锻炼了身体。”70

多岁的杨集村村民刘颖告诉记

者，在该村像她这样上了年纪还

在织渔网的村民有40多人。

2020年，受疫情影响，渔网

厂收走的渔网成品运不出去，没

有钱支付渔网加工费。那一年，

王线花自筹资金30万元，按时

足额给大家发放了加工费。直

到去年年底，渔网厂才把拖欠的

加工费付清。王线花说：“编织

渔网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就靠这

点收入买菜、买药，再困难我也

不能拖欠他们的辛苦钱。”

经过几年的发展，王线花

靠编织渔网实现了脱贫致富，

成为舒庄乡脱贫致富典型。同

时，她还带领 600 多名群众靠

编织渔网脱贫致富。

□李振阳何婷丁昌铭

“丹丹这个姑娘，头脑灵活、办事

干练，在家孝顺老人照顾孩子，在村

里把工作完成得有条不紊，多次受到

上级赞扬。”8月 3日，笔者在固始县

徐集乡沈岗村走访时，村党支部书记

王东海这样评价村纪检（组织）委员

徐丹丹。

据介绍，徐丹丹今年 28岁，当年

大学毕业后，她带着对家乡的眷恋、

对家庭的责任，毅然放弃在城市的工

作返回家乡。徐丹丹的丈夫在外地

经商，平日里照顾家庭的重担，就落

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2020 年年底，徐丹丹参加了村

“两委”换届选举，由于她年轻、有文

化，又是党员，深得群众信任，被选为

村纪检（组织）委员，是该乡 18个村

（社区）中最年轻的村干部。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徐丹丹积极

参加各类培训，虚心向老同志学习。

在村里，她负责党建、纪检监察、民调

等工作，尽管任务繁重、千头万绪，但

她却把各种资料整理得明明白白，档

案规整得整整齐齐。

去年 9月，恰逢上级督导组入村

开展“阳光村务”网络监督平台9大板

块更新工作，她投入紧张忙碌的工作

中，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回家吃，直至

把所有板块资料更新完善好为止。

同时，徐丹丹还非常重视化解村

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得知村民陶老太

太和大儿媳关系不和，她就多次主动

上门劝解，终于使婆媳俩和好如初。

徐丹丹自己也非常孝顺婆婆，2021年

3月她婆婆被查出患有结肠癌，她每

天在工作之余，经常陪婆婆话家常，

给婆婆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

由于工作出色，徐丹丹被徐集乡

政府评为2021年度先进工作者，同时

她还当选为徐集乡第十一次党代会

代表、徐集乡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面对各种褒奖，徐丹丹显得很腼

腆，她说：“前面的路还很长，无论是在

家庭里还是工作中，我都将踏踏实实干

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我要把青春奉献给

广袤的农村，我要扎根田野一辈子！”

瞧，咱村的女大学生村官
鄢陵县北吴家村党支部书记吴四成

让群众收入节节高

郭英豪

鲜切玫瑰 七夕俏销

徐令歌

种植辣椒 生活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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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董柏生张中华

8 月 1日，焦作市云台山医药集

团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修武县五

里源乡的“年产 5000吨中药制品产

业基地”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看

着总建筑面积 11200m2的鲜品加工

车间一层基本浇筑完成，项目副总经

理、副总指挥戴雪卿紧紧握住修武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办郝建国的

手，一个劲儿地道谢，感谢他这两个

月来的积极协调与辛苦付出。

今年5月底，郝建国被修武县委、

县政府任命为该项目的企业服务专

员。炎炎夏日，郝建国头顶草帽，骑

着电动车，拿着笔记本，深入项目建

设一线实地调研，收集项目运行中遇

到的困难，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对

接，为项目建设量身定制服务方案，

按照轻重缓急列出清单协调解决

……像这样的现场办公，是他每天的

必修课。

在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

力支持下，郝建国对影响项目进展的

重点问题，采取“一事一策”的方式，

协调解决了施工现场用电、放线误差

调整、建设回填土方、环评审批等4个

难点堵点问题。不到两个月，他就与

电力、住建、规划、测绘、交管、自然资

源等部门以及乡村两级干部多次沟

通，协调解决了施工许可证办理、工

程塔吊架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30

多个问题，确保了重点项目加速推

进。

据了解，在服务市场主体的过程

中，像郝建国这样的典型事例还有很

多。

为进一步壮大修武县新增市场

主体规模，持续涵养税源，为经济增

添发展后劲，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创新开展了现场办、远程办、上门办、

自主办、特事特办等服务手段，优化

了服务流程，减少了审批环节，缩短

了审批时间，为企业提供了个性化注

册登记服务。今年以来，修武县新增

市场主体1189家。

5月 28日，获悉中铝物流集团中

州分公司需要在 5月 30日前完成企

业注册登记后，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第一时间安排业务骨干，在周末加

班加点完成了企业注册登记。

5月 31日下午下班后，修武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河南中关智能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办照申

请，立即指派专人与企业对接，开展

网上注册登记“一对一”服务，2小时

内完成了6家企业开办审批手续，帮

助企业及时拿到了营业执照。

不仅如此，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还重启了县长质量奖评选、专利奖

补资金发放等，成立了食品安全、工

业产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4个服

务企业专班，帮助企业排查安全隐患

108条，制定整改措施，减免企业各类

行政处罚950万元。

修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范承运介绍，现在，他们已

推出优化营商环境优质服务“十项

承诺”，出台了市场监管领域 58 条

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力争

在服务重点企业项目、服务市场主

体、助力修武“工业强县”等方面作

出表率。

8月7日，在正阳县寒冻镇丛楼村金鸿种植家庭农场地头，100来名工人干完农
活喜领工资。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郝建国

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地头领工资 农民笑开颜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瑜）“发展产业哪儿有一帆风顺的，

要扛住责任、顶住压力、多想法子，

让群众挣钱得实惠！”8月4日，鄢陵

县彭店镇北吴家村党支部书记吴四

成告诉记者，“发展产业可不敢有躺

平的思想。”

2020年 11月，吴四成当选北吴

家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村里底子

薄、基础差、集体经济发展不足的实

际情况，吴四成铆足一股劲，决心把

产业发展好，让村集体经济强起来，

让村民们富起来。

2021年，吴四成在镇里的支持

下，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合作

社控股、村民入股的形式融资70万

元，建起了20座蔬菜大棚，仅半年时

间就收入了18万元。“合作社盈利的

50%用于后期投资，30%用于村里

的人居环境整治，20%拿来给股民

分红。”当时，吴四成充满信心地对

群众说，“要不了两年，我们北吴家

村生产的大棚蔬菜，就会在全县乃

至全市叫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

吴四成畅想未来发展之时，一

场洪水冲垮了北吴家村所

有的蔬菜大棚，也冲垮了

合作社股民的心气。

“我贷款 20 万

元入股建大棚，才分了2万元大棚就

毁了，这可怎么办啊”“谁爱投谁投，

反 正 我 是 不 拿 钱 了 ，就 等 着 分

红”……面对入股群众的抱怨，吴四

成暗下决心，不管面对何种困难，一

定要重整旗鼓把大棚重建起来，让

群众重拾信心。

吴四成一边跑县里的灾后重建

项目，一边说服村内的脱贫户进行

小额贷款。经过多方筹措资金，

终于在当年 12月，依托灾后

重建项目建设大棚4座，自

行筹措资金16万元流转

土地 80 亩，目前已经

重 建 蔬 菜 大 棚 20

座。

在吴四成接连不断的努力下，

村民们也转变了看法，再次投身蔬

菜种植。如今，在北吴家村各个大

棚内，豆角、圣女果、羊角蜜、螺丝椒

等果蔬纷纷上市，农户们则忙着采

摘销售。

“想要办成事，光靠说不行，你

得行动起来，让群众看到你的决心，

光靠做也不行，你还得给群众分析

清楚利害，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

能把这事做好、做实。”吴四成表示，

下一步，将把北吴家村的果蔬做成

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让群众的收

入节节高。

舞钢市

叶县

洛阳市

禹州市

商水县

汝南县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

员李勤玲）“在小华这儿修剪毛

里，一天能挣 80元，不用出村

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家里。”8

月 2日，在汝南县三门闸街道

菜园王村，张花妮一边熟练地

修剪毛里一边向记者介绍。

张花妮今年71岁，在同村

朱小华的毛里加工点干了30多

年。每天早上，她吃过早饭，就

和其他几个老姐妹一道，去朱小

华的毛里加工点修剪毛里。

“在咱们加工点干的，都是

老工人，大家跟着我干了二三

十年了。”朱小华介绍说

问及创业的辛苦，朱小华

说：“一个是自己创收，另一个

是想给留守在家的姐妹们找个

活干。中间有几年市场不太景

气，想到这么多姐妹在家等着

活干，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朱小华介绍，毛里加工操

作简单、时间灵活，不仅不耽误

照顾家，一天还能挣几十元，特

别适合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

干。

如今，在朱小华的带动下，

该街道有近千名留守妇女、周边

乡镇有200多户从事毛里加工，

年挣加工费超过百万元。

□许金安高晨奇

8月 3日，洛阳市伊滨区寇

店镇水泉社区九莲山蟠桃园里

果香四溢，果园主人周明生正

在采摘成熟的蟠桃。

种植果树之前，周明生和

弟弟常年在外务工。12年前，

兄弟俩返回家乡，承包了210亩

荒山，花光了打工积蓄，还借了

不少外债，在山上种下了 9 亩

桃、12亩梨、100多亩核桃。在

兄弟俩细心管理下，果树挂果

后产量逐年提高。

周明生今年 50岁，三十年

前他为重病的父亲治病，欠下

不少外债。他到上海、江苏等

地务工，用 10年时间还清了外

债，并慢慢有了积蓄。后来，看

到农业前景广阔，加上担心母

亲身体，周明生选择了返乡创

业。

为了保证产量和品质，果

树开始挂果后，周明生就将母

亲接到果园居住，他和弟弟则

全身心投入种植管理上。为了

提高种植管理技术，他多次请河

南农业大学的专家现场指导，也

经常到种植高手的果园里学

习。在品种上，他种植了早中晚

熟品种，让桃子的清香从夏天一

直飘到了秋天。在管理中，他坚

持绿色种植，不打药、不除草，进

行绿色防控，定期将自然生长的

杂草粉碎还田。

2018年，周明生的蟠桃园

进入丰产期，不仅产量高而且

品质好。为了感谢乡亲们的照

顾和帮助，他还将当年第一批

采收的新品种黄蟠桃，以每人2

斤的标准送给社区 106名老人

尝鲜。同时，通过爱心义卖的

方式，为贫困学生捐献了 2000

元助学金。

多年来，周明生参加爱心

公益活动 20余次，捐款捐物折

合人民币 10000 多元，还带动

了20多名乡亲在家门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