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作为优良的绿化树种，海棠在汝州市

广为种植。为了提高每年春季海棠开花季节的观

赏效果，汝州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于9月中旬

开始，对市区长势较弱的海棠树进行疏果作业，将

一些个头小、外形不美观的果实疏除，保留一些外

形周正、个头较大的果实，最终保留约1/3果量，既

能提高其整体美感，还可以节约营养消耗，以免第

二年营养不足，开花过少影响观赏效果。

（齐俊涛 文/图）

海棠秋日疏果
明春花开更艳

9月16日，汝
州 市 科 协 开 展
2022年全国科普
日“科普进基层”活
动，畜牧养殖技术、
果树种植技术等培
训班开班授课，并
举行了食品安全、
反邪教宣传。
董洁英马延芳 摄

9月20日，汝
州洗耳河街道南关
社区联合乐高教育
到南关小学校开展
“喜迎二十大科普
进校园”活动。
丁亚伟杨俊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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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那棵柿子树家乡那棵柿子树
一 百 五 十 一

邵文超七年驻村情深深

□徐云峰

“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有过

多少童年的往事……每当我孤独的时候，就想起家

乡一草一木……”写下这个题目，耳边忽然回响起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是那样亲切、自然。

儿时的老家，家里有一棵柿子树，奶奶说那是

刚解放那阵儿“大队里‘均’给我们家的！”当时似懂

非懂，感觉就是送给我们家的吧。后来长大了，明

白了，原来是村里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

我们家是贫下中农。

家乡那棵柿子树，如歌词中的红枣树一样，承

载了太多儿时的记忆。那是我们村最大的一棵柿

子树，树冠直径近50米，树干有一个成人合抱一样

粗，每年秋季树上结满了柿子，金黄金黄的，懒柿

子、烘柿子、柿子饼，是记忆中的美味佳肴。后来分

地到户，因为柿子树不在我们家耕地里，以及家里

盖房子等原因，就被锯掉了，给家里做了好几套门、

案板、衣柜、箱子等，算是“物尽其用”吧。夏天汛

期，老家被称为驻马店地区的“洪水招待所”，雨水

特别大，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防汛工具，柿子树做的

门板，也就摘下来并排捆绑在一起（可当船用），其

实没有当过船，却常常作为我睡在树下乘凉的床，

很是凉爽，我却总是梦见自己在柿子树上摘柿子

呢，也许是柿子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吧……

如今，我驻村的地方，山上的柿子树也很多，刚

驻村那一年，村干部们统计了一下，各家坡上柿子

树存量有7000多棵，柿子树都不大，主要原因是砂

石土地，根扎不下去，又缺水，都是靠天收。

“老村长”说，除了村口的一些老柿子树外，大

都是 2002年全市推进退耕还林，村里组织大规模

种的柿子树，累计有 400多亩 12000多棵，如今存

留下来的也就这么多了。20年过去了，这些柿子树

秋天结满柿子的场景，也曾经是很多孩子儿时记忆

里难忘的场景，曾经给家里带来过收入，给孩子们

带来过美味与快乐。

在山村经济落后、水果欠缺的年代，柿子是味

道鲜美的水果，耐存放的柿子饼，也是度春荒的食

材。

如今山里的柿子树，吃的人少了，品相不太好，

也卖不出去，经济效益和实用性大不如前，年轻人

都出去挣钱闯世界了，村里好多柿子树都处于荒芜

状态。

驻村第一年（2020年）春天，我策划发起的“一

个党员 200元认养一棵柿子树”主题党日活动，曾

引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各党支部的积极参与，累计

认养了400多棵柿子树，累计募集资金7万多元，给

村里的废弃小学改扩建提供了应急资金，那一年村

里累计收了10000多斤柿子，一部分做成“懒柿子”

送到报社，其余的大都做成了柿子醋，年底了回馈

给认养柿子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时间来

村里摘柿子。

我们合作的柿子醋作坊，是汝州市非遗项目，

也是个“百年老店”，原生态陶缸封存，跨年窑洞窖

藏，不高温杀灭益生菌，没有任何添加剂，传统工

艺酿造，醋色清澈，琥珀色、果香味、酸甜适度，是

难得的滋补与厨味佳品。记得 2021年春节前夕，

给报社同事们送去柿子醋后，接到好几位同事的

电话：“徐书记，你们这柿子醋是喝的吗？”言外之

意，不像是炒菜用的作料，倒像果味饮料一样、晶

莹剔透。

我们的柿子醋，可以炒菜、拌凉菜，更可以直接

饮用，每天喝一口，开胃健脾，延年益寿，尤其是中

老年人。他们每年生产规模都不大，也就 3000~

5000斤的规模，我这边一般销售2000斤左右，主要

是送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部分爱心企业，大家都

反馈良好。今年又改进了包装和工艺，柿子醋在很

多精品销售平台上备受欢迎。

“家乡的那棵柿子树，随着那蹉跎的岁月，是否

依然花香如故……”春华秋实，一年一度的中秋时

分，又是柿子挂满枝头的季节，那是思念、那是情怀

与记忆、那是记忆中的模样……

不经意间，我和老伴已进入

耄耋之年。退休前，我在汝

州市委办公室工作，老伴苏

香筠在汝州市人民医院

工作。

我们是 1958 年 1

月 1 日步入婚姻殿堂

的 ，迄 今 已 60 多 年

了。其间，有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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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治病

病之大患，莫过于气

夫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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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辣酸甜酿成蜜

2022年9月20日

生态康养驿站（航拍图）

本报讯 进入9月份，汝州市邮政管理局突出

疫情防控和寄递安保两个重点，切实保障全市寄递

渠道安全平稳运行。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

作规范建议（第七版）》等文件要求，《制定“中秋”

“十一”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方案》，建立健全隐患排

查和责任倒查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实名

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重点整治安全生产设备缺失等问题隐患，着力查

堵涉枪涉爆、涉恐涉暴、涉毒涉黄涉非等禁寄物

品，坚决遏制和防范各类寄递安全事件。

9月以来，该局联合汝州市公安局对全市32个

邮政、快递网点开展实名收寄、收寄验视两项制度

进行明察暗访，通过监控回放、台账检查，发现企业

存在疫情防控、过机安检执行不力、安全生产设备

缺失隐患等问题 5个，下发整改通知书 2份，提出

了明确的整改要求。 （仝霖）

本报讯 9月 16日，汝州市残联收到了来自河

南新飞集团世韩公司捐赠的消杀仪、洗衣液、太阳

能风扇等物品。据悉，此次捐赠是该集团响应“百

企帮百村”号召而组织的定向捐赠活动。（张亚楠）

新飞集团世韩公司义捐助残

汝州邮政
保障寄递渠道安全

本报讯 9月 21日，从汝州市

住建局传来消息，经过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汝州市经由

云禅大道向东延伸的向阳路东延

道路，目前已具备通车条件。

汝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向阳路东延道路是今年汝州市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东扩的

一项工程，西起云禅大道，东至龙

山大道，道路全长876.68米，双向

4车道，规划道路红线宽40米，其

中机动车道宽 16米，两侧绿化带

各宽 3 米，两侧非机动车道各宽

5.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3.5米。建

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雨水工程、

污水工程、给水工程、照明工程、交

通工程、绿化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2821万元。（谢红婵 文/图）

9月20日，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来电人是刘海强，84岁，退休前在汝州市委办公室工作，与老伴相濡
以沫走过了60多年，重阳节临近，他写了一篇感悟投给报社。报社遂派人登门，从刘老先生家中取回手稿，
并为两位老人拍下合影。今予以刊发，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向天下老人表示敬意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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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写在前面的话

向阳路东延道路具备通车条件

9月14日，省档
案馆接收征集处处
长陈华一行，莅临弘
宝汝瓷进行调研。
平顶山市档案馆馆
长张德民，平顶山市
档案馆二级调研员
马兵一，汝州市委常
委、秘书长黄彬，汝
州市档案馆馆长连
艳红等参加调研。

石晓莉 摄

9 月 16 日，汝

州市人民检察院组

织检察官，到汝州市

人武部开展“千名检

察官送法进军营”活

动，助力入伍新兵提

升法治思维，增强法

律意识。

李晓沛 摄

□张鸿飞 文/图

“这两间屋子在用木格吊顶，屋里还打了两盘

炕！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村里解决，尽管说。”邵文

超一边和生态康养驿站负责人“了过”聊着，一边查

看施工情况。

邵文超是汝州市委办公室派驻焦村镇槐树村

第一书记，自 2015年接受组织委派加入驻村工作

队，到去年接任驻村第一书记，至今他已在槐树村

深扎7年。

9月 20日清晨，一夜小雨过后，邵文超进村便

来到了生态康养驿站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可能遇到

的问题。

生态康养驿站负责人“了过”姓马，52岁，辽宁

大连人，此前从事农业生态种植多年，一年多前在

纸坊镇一个开办农庄的姐妹那里讲课时，发现槐树

村这个地方不错，就搬了过来。

生态康养驿站承包了槐树村长窑组几处废弃的

老旧房屋，流转土地55.26亩，按约支付了租金，并一

次性支付树木补偿款5.9万元。此举，也让村民废弃

闲置的房屋有了变现的机会。

驻村7年，邵文超与槐树村的乡亲感情深厚，老

人们将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李传，71岁，是脱

贫享受政策户，一直在村里的帮扶基地鞋帮加工车

间穿鞋带，每月至少能拿到800多元计件工资。“俺

连续两年收到了中秋节福利，第一书记和村干部可

没少操心。”有工资领，中秋节、春节还发福利，李传

乐开了花。

邵文超说，2018年引进帮扶基地后，槐树村及

周边 50余名群众有了就业机会。这两年，因为疫

情原因，在帮扶基地务工的群众稳定在30人左右，

效率提高了，群众的收入也增加了，帮扶基地每年

工资支出近 60万元。老年人在这儿干点轻体力

活，锻炼了大脑和手脚，还能防病。

邵文超和鞋帮加工车间负责人沟通，为务工超

过半年的群众发放节日福利，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劳

动的快乐，体会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7年的驻村坚守，邵文超和驻村工作队与槐树

村的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亲如一家人。

2021年 10月，43岁的程许阳因患心脏病做搭

桥手术后，无法干重活，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

源。邵文超和驻村工作队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对

接，经过评议公示，将其纳入突发严重困难户。一

系列帮扶措施接踵而至，经过医疗保障五道防线报

销后，程许阳 17 万元的住院费用报销了 10 万多

元。村里又为程许阳办理了低保、申请了慈善总会

临时救助和民政临时救助，给他妻子安排了公益性

岗位，他的大女儿就读技校享受到了“雨露计划”职

业教育补助，其他几个子女享受到了“两免一补”和

营养改善补助，极大地缓解了家庭压力。

程许阳说：“没有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

助，我都没信心生活下去了，他们就是我的亲人。”

邵文超和驻村工作队在关注群众生产生活的同

时，也谋划着槐树村的产业振兴，生态康养驿站就是

其中一项。

生态康养驿站负责人“了过”说，她来这里后，

一眼就看上了长窑组的生态环境，这里交通便利、

环境幽静，居住的人也少，很适合康养休闲。她说：

“我们流转了长窑组所有的老旧房屋，对窑洞进行

了加固，一期已完成3套房屋改造。通过种植无公

害农作物及蔬菜、网络销售、康养食疗等，每年收入

数十万元。”

目前，槐树村光伏电站、养蜂场、房屋租赁等收

入，使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0万元。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正谋划利用土窑组腾退的房屋，争取上级资金

实施养牛项目，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经济，同时安排2~

3名群众务工。

谈起这7年，邵文超说：“在槐树村工作的7年，

是我坚定信心、干事创业的 7年，也是我为群众服

务、增长本领的7年，更是我与群众结下深厚感情、

亲如一家的7年。我要把这份感情深植在心里，全

心全意为槐树村群众办实事。”

校园科普

送法进军营

农技下乡

调研汝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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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文超与邵文超与
““了过了过””交谈交谈

下图刘海强、苏香筠夫妇 张鸿飞 摄

上图刘海强、苏香筠新婚（摄于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