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新明在给岳母剪指甲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吕耀光"#今春小麦虽

遭受了旱灾$ 现在只要抓紧

时间喷洒高效叶面肥和防治

病虫害的农药$ 小麦还是能

取得丰收的%%&

!

月
"#

日

一大早$ 商水县汤庄乡西口

头村人口学校变得异常热

闹$ 群众围住小麦育种专家

何学斌问这问那'

为帮助驻地群众增收 $

搞好春耕生产$商水县#千人

驻村& 工作队科协驻汤庄乡

人员不仅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 还邀请专家讲解种植技

术和畜禽疫病防治知识' 他

们联合组织农业(计生(植保

人员在农家小院( 田间村头

开设了#春耕课堂&$积极帮

助农民选种子( 指导农民采

购化肥农药( 手把手传授农

业新技术$ 还积极解决群众

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资金和

机械等难题'

#春耕课堂& 开到家门

口$ 有效地解决了农民春耕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开春以

来$ 县科协开展现场技术指

导
$%%

多人次$ 接受群众咨

询
!%%%

人次$开办培训班
&

期$培训
&&%%

多人次$发放

技术明白纸
"

万份'

!农村版"

!"#$#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01234

)

'()*+,5$"-6781

电话)

9:;<=>?;@?;<!

责任编辑 李相瑞 版式 刘振宇 校对 段俊韶 陈辉

$

!"#$

本报讯 #我之所以能完

成大学学业$最终走出国门到

美国留学$与农村信用社的小

额贷款资助是分不开的%%&

!

月
$&

日$美国堪萨斯州立

大学学生王超写了一封信$

感谢多年来渑池县农信联社

对他的帮助'

王超是渑池县天池镇王

疙瘩村人 $

$...

考入大学 '

因为家中贫困$ 难以筹到学

费$ 其父找到了当地农村信

用社' 信用社人员在了解到

他家情况后$ 及时为其办理

了小额贷款
&%%%

元$使他走

进了高等学府'之后$信用社

每年都要对王超进行支持$

使王超在求学路上越走越

远$相继取得了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 去年又成功留学

美国'

!崔点文 王新锐"

!"#$%& '()*+,

他$九年如一日侍奉岳母$被群众誉为汝

南的 #谢延信 &*他 $是和孝镇第二届 #双和双

孝&活动中受表彰的#十大孝子&之一' 他就是

汝南县和孝镇王楼村前李庄村村民李新明'

李新明今年
!.

岁$

#

岁时母亲去世$

$%

岁

时父亲也走了$撇下他们兄弟五人' 他从小跟

着长兄李玉振过日子$大哥大嫂都是方圆十几

里出了名的好人' 哥嫂在家里经济困难的情况

下$供应新明读完高中$并帮他盖了新房成了

家' 从小受兄嫂贤孝至义的熏陶$至诚至爱的

花蕾悄悄在他心底开放'

"%%%

年秋$#双女户& 李新明响应国家政

策$动员妻子慧仙做了绝育手术' 娘家人听说

后前来探望$大舅哥在返回途中不幸遇到车祸

去世' 李新明想$妻子兄妹
!

人$妻姐体弱多

病$姐夫远在新疆$唯一的兄长又出了车祸$岳

母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思来想去$李新明跪

在岳母面前说)#妈$求您到俺家吧$我一定会

好好孝顺您' &

李新明的妻子体质不好$长年有病$照顾

老人的重担就落在李新明的肩上' 一年四季$

有什么时令果蔬和小吃$他赶集从不忘给老人

买一些' 老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腿疼不能走

路$每次看病$总是李新明把她背到车上'

岳母经历了人生变故$ 精神受到很大打

击$常常像小孩子一样无端发脾气(胡乱找药

片嚼'

"%%#

年大年初三$李新明夫妇忙着招待

客人$突然$岳母因吞食了大量的降压药引起

鼻腔毛细血管破裂$鼻口大出血' 李新明急忙

背起老人往村卫生所跑去' 一到卫生所$李新

明就给医生下跪说)#求你了$快救救我妈吧' &

村卫生所的王医生简单为其包扎后$说村里条

件太差$病人出血太多$应该赶快送到县医院'

于是$李新明又急忙把老人送到了县医院' 到

医院他跑前跑后地张罗$两天两夜守在病床边

没合眼'

老人病好出院$回到家的第一天$李新明

夫妇趴在老人枕边问她想吃点啥$老人总是摇

头$李新明急得直掉泪$最后老人说话了
/

#想喝

点鲫鱼汤$ 可还没开集$ 冰天雪地到哪儿弄

呀+ &#没开集咱下河逮, &李新明说着$拿起榔

头带上渔网$一阵风似的跑到小河边' 由于大

冬天鱼都躲在水底不动$ 十多分钟过去了$也

没捉住一条鱼' 于是他脱去鞋袜$挽起裤脚$冒

着刺骨的严寒$ 在河里的冰下摸索了好一阵

儿$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新明终于摸到
0

条小

鱼' 当他满怀喜悦地上了岸$才发现自己的腿(

脚(手臂上都被冰碴儿划开了无数道小血痕'

李新明九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岳母$是众

人交口称赞的贤婿' 岳母更是逢人就说自己有

福$遇到一个好女婿' 老人双腿患病$冬天疼得

厉害$李新明带着老人到正阳(汝南(确山等周

边县看了个遍$ 还借款跑到郑州等地寻医问

药$但老人的病始终没有多大起色$可李新明

从来不愿放弃$听说哪里有好医生$就拉着架

子车带岳母去看病'

李新明用他的孝心和至诚打动了岳母$打

动了亲朋好友$更打动每个了解他的人' 今年

大年初一是老人的
#%

岁生日$ 李新明请来老

人的娘家侄子(侄女等亲人$和老人一起过寿'

在生日宴上$老人的娘家人感叹道)#今天不仅

要给寿星行礼$更要给新明行个大礼$感谢他

多年来对老人的精心照料' &李新明憨厚地笑

着说)#对老人孝顺是应该的$ 我从小就没了

娘$现在有娘让我孝敬是我的福气' &

到农村两年多#通过诉讼为村里赢回
!"#$

亩耕

地#建网站帮助果农销售水果$花木#为村民建立电

子户籍档案%%周倍良$沈李利这两名&

%&

后'青年

在农村工作的收获让我们看到# 大学毕业生到农村

确实大有可为(

自&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以来 #我国已有
'#%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虽然与每年
(&&

多万

名高校毕业生相比#到农村就业的人还是少数#但他

们执着走向农村# 在为千千万万大学生树立标杆的

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弥足珍贵的新活力)

就眼下的条件而言#在农村工作$生活的困难可

想而知#周倍良$沈李利等&大学生村官'#都经历了

心理调适和职业磨合阶段) 他们能坚持下来并干出

成绩#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善于把在大学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另

一方面是他们情系人民#知道农村急需有知识+有文

化的人)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祖国$人民的需要结合

起来#使他们找到了发挥才干的广阔舞台)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经过多年的校园学习#

大学毕业生应该对自己学有所用抱有信心) 同时应

该看到#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偏远地区去#不仅仅

是一个解决就业的问题#更是莘莘学子学有所用$用

有所成#实现人生抱负的另一片天空)

&我很高兴能为农民做点事情# 这里就是我的

家'$&我真的没做什么#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本分

事',,,这些朴实的话语#不仅表达了&大学生村官'

对到农村就业的认同# 更体现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

有这种感情#有农村改革开放
"&

年的积累#大

学毕业生的青春一定会在新农村建设中绽放夺目

光彩)

新华社
#

月
#"

日电 春季是流感高发季节$也

是北方风起沙扬的季节$ 用出门戴口罩的方式来抵

御风沙(预防流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赤峰市

复康医院院长(主治医师王平提醒说$春季戴口罩一

定要掌握好方法$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王平说$春季风沙大$口罩戴一次就可能脏了$

于是有人便把口罩内外交替戴$ 也有人将口罩摘下

来后又戴上'其实这些方法都不对$口罩外层沾染的

污物在直接贴近人体时会被吸入人体$ 从而让人感

染疾病*如果是在医院等高危场所$无论使用时间长

短$口罩一旦拿下来就不要再使用$以免手碰触口罩

发生污染'

王平说$不戴口罩时$应将紧贴口鼻的一面向里

折好$放入清洁的塑料袋中备用*戴过的口罩应每日

换洗一次*清洗口罩时先用开水烫
?

分钟$再用肥皂

搓洗$清水洗净后挂到有阳光处晾晒*在戴或摘口罩

时$手上可能会接触到附着于口罩表面的病菌$为减

少因接触传染的机会$应特别注意手部的清洁消毒'

#乡亲们$眼下$林果(蔬菜种植户迫切

需要农家肥$做卖粪生意也能赚钱' &看到本

村养殖户家里畜禽粪便积压$而不少地方又

大量需要农家肥$

:

月
".

日$平舆县万冢乡

郭寺村计生户李建华通过村里的#手机大喇

叭&向乡邻发布了以上致富信息'

为充分运用农业信息化手段助推农民

致富奔小康$ 平舆县积极实施 #农信通&工

程$在全县
<@

个乡镇!街道"建成了农业移

动信息服务站$并在
<99

多个行政村开通了

#手机大喇叭&' #手机大喇叭& 就是由手机

!电话"( 信息机和喇叭组成的信息网络平

台'李建华说)#现在$俺到各地参加农交会$

一发现适合群众的致富项目$就随时用手机

拨打本村-手机大喇叭.的号码$村头
<;

个

大喇叭就能把信息传达给所有村民'好的致

富项目还能运用-手机大喇叭.的短信功能

发给大伙呢, &

郭寺村计生户张力承包了
A9

亩鱼塘$

今年初受天气影响$ 塘里的鱼得了烂鳃病$

一天就死了
<999

多尾'正愁得没办法时$张

力想起县#农信通&的科技专家$赶忙打电话

向专家讨教' 他按照专家提供的药方施药$

过了三四天$鱼的烂鳃病就全好了' 张力喜

滋滋地说)#去年$ 俺养鱼挣了
:

万多元钱'

自打订阅了-农信通.养殖信息$今年净挣
?

万元没问题, &在专家指导下$张力今年又在

鱼塘边栽了
:999

棵速生杨树$养了
<?99

只

鸡' #林子大了可以散养鸡$ 鸡叨虫子保树

苗$鸡粪喂鱼省饲料' &信息化保障让张力对

自己的#小生态计划&充满希望'

阳城镇梁凡庄村计生户梁汉福$ 通过

县农业移动信息服务站筛选出了适合自己

的家庭致富项目' 和梁汉福一样$东皇街道

办事处杨庄村计生户张新民$ 去年由于害

怕销路不畅不敢上规模$只试养了
A999

只

白鹅' 农业移动信息服务站建到了家门口

后$ 他女儿张芳通过网络很快就把家里的

成品鹅卖了出去' 今年一开春$张新民一下

子就购回
B999

只鹅苗' 他说$现在有了农

业移动信息服务站和 #手机大喇叭 &$养鹅

的底气更足了'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振翔 "

!

月
"1

日 $

记者从平顶山市石龙区政府

获悉$从今年开始$该区决定

全区独生子女奖励费由以往

的每人每月
!%

元提高到每

人每月
&%

元' 据悉$这是我

省第一个将独生子女奖励标

准提高到
&%

元的县区'

近年来$石龙区委(区政

府对全区计划生育家庭先后

建立了奖励(保障(优先(优

惠和帮扶机制' 对计生家庭

优先承包荒山$ 优先安排种

植(养殖场地*为计生家庭办

理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

险$ 贫困计生家庭优先纳入

低保$优先进行救济'在农村

沼气建设中凡计生家庭建沼

气池$每户可享受
$"%%

多元

的沼气补贴' 对农村年满
-%

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和双女

父母每年给予
$"%%

元奖励*

安排
$%%%

多名计生家庭成

员到该区企业上班' 免费为

全区
0!%

多名一胎( 政策内

二胎现孕对象办理母婴安康

保险'

! !

本报讯 #我们村种大棚

的多$但村民普遍缺乏种植技

术$村里建起图书室后$越来

越多的村民选择到这里学习

科技知识' &

:

月
AC

日$扶沟

县练寺镇大浦村村民何水军

开心地说' 去年
2

市(县文明委

给该村建了图书室$从此村民

们一有空就坐在宽敞明亮的

图书室内翻阅各种书籍'

据了解$ 目前扶沟县已

经建起
-"

个村级图书室$许

多村级图书室已成为农民学

习科技知识的 #文化氧吧&'

很多村支部还以图书室为依

托$ 通过专家讲座或播放科

技光盘等形式$ 使众多农民

学到了实用致富技术' 该县

的练寺(柴岗(韭园等乡镇每

年都利用村图书室对村民进

行文化知识( 大棚蔬菜技术

培训'

为使村级图书室贴近农

业生产(农民生活$该县还充

分利用#三下乡&活动$组织

县新华书店(图书馆(蔬菜局

等单位 $ 陆续为全县的近

$%%

个村庄配送了图书' 同

时结合各乡镇的不同需求$

不定期地将养殖( 种植知识

编辑成册$免费发放给群众'

!张晓蒙"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金慧 高翔" 近日$偃

师市庞村镇门庄村
0"&

户农

民用上了太阳能'在门庄村$

外墙粉刷(街道硬化(小学整

修一新(健身器材完备(家家

普及有线电视$ 而最亮丽的

一道风景线则是家家户户房

顶统一安装的美观( 实用的

太阳能热水器'

去年门庄村一方面积

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一方

面同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

家协商$经过半年多的艰辛

努力$安装太阳能热水器项

目终于谈成$厂家成本降到

每个
$"&%

元 $村 #两委 &的

补助标准为 ) 沼气户自筹

!&%

元$补助
.%%

元$非沼气

户自筹
1&%

元 $ 补助
&%%

元' 方案在村务公开栏向群

众公开后$广大群众拍手称

快$踊跃报名安装'

截至目前$门庄村已投入

资金
&&

万元$ 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
0"&

户$ 普及率达
.03

$

在偃师率先实现了清洁(节能

的村庄循环节能模式'

!

月
"#

日#

$%

多名农民在洛阳市总工会职工科技学院参加

西式面点制作的培训学习) 近期#洛阳市总工会开展了&农民工

援助'行动#对农民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石子强 摄

上图
!

月
"#

日#在沁阳市神农山风景区#两位姑

娘在用手机拍摄绽放的桃花)当天恰逢第五届神农文化

节开幕#神农山人如潮涌#满山盛开的桃花令无数游人

陶醉)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右图
!

月
!%

日#游客在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桃园

内尽情赏花)当天#该区在蒲山镇
$%%%

亩仙桃园举办的

第三届桃花节开幕#吸引了数万名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

踏青)

熊运彬 摄

演绎当代#王祥卧冰&$汝南#谢延信&用赤诚表达孝意

-./01234567

李勤玲 宋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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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郭庚茂在讲话中强调了以下三点' 一是提高认

识(狠抓落实$尽快迈出新步伐' 推进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当前$河

南正处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 要深刻认识到繁荣

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性$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反调节作用$在加快文化

产业发展上切实增强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二是抓

住关键(开拓创新$尽快实现新突破' 要谋划一批有

质量(有水平(上规模(发展前景好的大型文化项目$

以此为龙头和抓手加快我省文化产业迈上新台阶'

要勇于改革机制$ 不断创新投融资( 经营管理等机

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广大员工的创造力'

要建基地$规划好文化产业集聚区$使之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和自主创新的孵化地'要壮主体$按照现代

企业制度的要求$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通过资源

整合和现代资本运作的方式打造强大的文化产业经

营主体'三是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尽快开创新局面'

座谈会上$孔玉芳就贯彻落实徐光春(郭庚茂重

要讲话精神作了具体部署'

姜琳

nop qrstVuvwxy[

本报记者 高留安 通讯员 刘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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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内乡县文艺工作者在赤眉镇鱼贯口村激情演出)

当天#由县委和县政协联办的&广场文化进新农村百场演出'活动

拉开序幕)

张中立 摄

! ! ! ! !

月
!%

日#卢氏县狮子坪乡杨庄村农民莫争能向前来为他祝

寿的宾朋介绍他的剪纸作品) 这天是莫争能老人的
&%

岁生日#老

人举办了个人剪纸作品展览)

程专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