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

近日，中宣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农

业农村部等6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西华县黄桥乡裴

庄村赫然在列。

裴庄村是豫东平原黄泛区腹地的一

个普通乡村，因为种植桃树使旧貌换新

颜，这里春季花如海，秋季果飘香，农民发

了“桃财”、享了“桃福”。

提起种桃，裴庄村人人喜上眉梢，个

个精神振奋。该村党支部书记吴东亮介

绍，村民吴新要、吴新民兄弟俩，怀着“一

亩园、十亩田”的愿望，率先栽种桃树，经

过数年精心栽培，桃子喜获丰收，卖桃收

入是种粮食收入的好几倍。

看到兄弟俩种桃树致富，村民们开始

纷纷效仿。该村“两委”对种植桃也给予

大力支持，多方联系引进优良品种，开展

技术培训，帮助种桃农民解决资金、销售

等难题。经过几年的发展，该镇桃树种植

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大部分村民依靠

种桃走上了致富路。

高村的种桃大户和合胜说，种桃需要

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10年前，他承

包了200亩地种桃，年卖桃收入百万元。

后来，又联合60多户农民，流转土地600

多亩，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桃树统一

管理，桃子统一采摘、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所种的桃树有多个品种，从4月到11

月都有桃子成熟，可以销售半年有余。

和合胜种桃专业作社因为管理到位，

种出的桃子深受市场青睐，不仅占领了周

口、漯河等地的商超，而且还通过电商网

络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在和合胜的带动下，该村大力发展物

联网智慧农业，通过监控就可以给桃树进

行浇水、施肥。积极推广桃园套种油菜种

植模式，全村油菜种植面积达1000亩。

该村还积极探索桃花酒、桃饮料、桃木制

品等项目，不断做大“桃”产业，叫响“桃”

品牌，做活“桃”经济。

“桃产业不仅富了村民，也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村里发展更有底气了。”吴东亮

说，为了美化环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近

几年，该村先后投资200多万元，修建道

路、游园，安装路灯，绘制墙体画，建设农

家乐，安装体育设施等。打造出新时代党

群服务中心、桃源广场、街景花园、网红打

卡地、梦幻景观灯等系列景点。投资300

多万元进行村庄绿化、修建下水道、改厕

等，该村呈现出风格独特、设施齐全、交通

有序、环境整洁、文明充溢的新面貌。

“近几年，全乡干部群众学裴庄、赶裴

庄，栽桃树，奔富路。目前，全乡以裴庄村为

中心栽种桃树1万余亩。每年3月底4月

初，举办桃花节，吸引数十万省内外游客、摄

影达人前来观光旅游。种植桃树已成全乡

支柱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也振

奋了乡亲们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

精气神。”黄桥乡党委书记杨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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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郭庄乡

大棚连成片 日子有奔头

发“桃财”享“桃福”
鲁山县张良镇

加工干姜片 效益翻一番西华县黄桥乡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白贺阳

1月5日，记者走进上蔡县邵店镇

高李村，竖立在进村公路两旁的“二十

四孝”宣传牌格外引人瞩目。“这既是路

牌，也是文化宣传的‘小阵地’，一共24

块宣传牌，讲述的是‘二十四孝’的故

事。”高李村驻村第一书记史伟华介绍

道。

史伟华说：“近年来，脱贫攻坚成果

显著，乡村振兴箭在弦上，大家渴望富

有，但不能放松对精神财富的追求，‘口

袋富’的前提是‘脑袋富’。”近年来，高

李村在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的引导

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派驻到高李村以来，史伟华和村

“两委”班子积极探索，从文化找切口、

用文化做振兴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动力。

“这些画展现的是现代新农村的真

实场景，既接地气又排场。”村民李志胜

主动讲解起“我们的美丽乡村生活”“共

同致富奔小康”等巨幅墙画。“这些墙画

是本村的大学生放暑假回来画的，这帮

孩子画出了自己的想法，也画出了自己

的心愿。”史伟华补充道，这样的巨幅墙

画，村里还有多处，主题不同、色彩各

异，不仅为乡村披上了鲜艳的“新衣”，

而且也将勤劳致富、自立自强等美好信

念深深印在了村民心中。

矗立在村口的“乡村光荣榜”在冬

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光荣榜”三个

字是用数百张村先进个人、先进家庭、

脱贫标兵的照片拼出来的，“每一张照

片都是一个荣誉，每一张笑脸都是一

个榜样，汇集在一起凝聚成了一股‘脱

贫致富’的中坚力量。”史伟华说。

“你们看，这是我。”李志胜指着“致

富模范”中自己的照片一脸自豪，他过

去在外务工，后来返乡搞起了养殖场，

成了村里的致富模范。“可别小看我的

养殖场，一年下来比一个高级技工赚的

钱还要多。”李志胜说。有村民打趣道：

“老李，你这一年能挣5万元，还是10

万元？人家一个高级技工一年能挣二

三十万元哩。”李志胜急忙说：“我一年

能挣20万元！”

在高李村村部旁边是一座新建的

加工厂，推开大门，一排排女工坐在工

作台前，脚踩缝纫机，有条不紊地做着

活。“这是村里的第一批女工，村里的男

性大都外出务工，女性在家看孩子、照

顾老人，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开办了这

个加工厂，让留守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史伟华介绍，在这里做得好的女工

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工资。

如今高李村“智志双扶、智志双收”

的热潮一浪接一浪，多元化的技能培训

开展起来了，到农家书屋看书学习的村

民也越来越多了……“咱们村还有文化

大广场、露天影剧院、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和便民服务站等。我们要用‘文化净

水’涵养新乡村文明，用‘两站’抓‘两

创’，带领群众奔小康。”史伟华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世旭

1月11日，王魁胜与邢村的村干部

一起在村中排查近期外地返乡人员，一

路上不断有村民和他热情地打招呼。

“在村里时间长了，大家都认识我。”王

魁胜说。

王魁胜是郏县卫健委派驻茨芭镇

邢村的第一书记。自2021年9月到该

村后，他就把邢村当成了自己的家，把

村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把村里的事儿当

成了自己的事儿。

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王魁胜几乎

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谁家有什

么困难，谁家需要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他都心知肚明。

村民李秋提起王魁胜就十分激

动。60多岁的他多年前因脑梗死留下

后遗症，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魁胜了

解情况后，立即帮他申请办理了慢性病

卡，让他每年能多报销5000多元医药

费。

村里要搞人居环境治理，王魁胜

就挨家挨户动员村民打扫自家庭院内

外的卫生，还让每条街的村民各自推

选出一个代表，自己开车送他们到县

里人居环境整治先进村进行参观。村

里清理垃圾缺乏运输车辆，他把自家

拉石子的大货车叫来，专门为村里义

务拉土、清垃圾。

村集中供水站前有个大坑，既影响

观瞻又影响卫生。王魁胜用大车拉来

土把坑填平，造出了一块土地。“将来在

这里种上蔬菜，既能美化环境又能让群

众有点收益。”王魁胜说。

有一户村民在自家院墙外面建了

一个沼气池，还垒了一段矮墙，挤占了

公共道路，造成其他住户的不满。为

此，王魁胜多次到其家里做工作，最终

在村干部的配合下，把沼气池、矮墙进

行了拆除，恢复了街道本来宽度。

在王魁胜的推动下，村民们都自觉

拆除了自家院外面的栅栏，清理了门前

的垃圾和柴草。

村里的路变宽了、街变净了，村子

变得好看了。

68岁的村民张双建说：“前些天，

我家院里一棵桐树被风刮倒了，王书记

看我一个人锯树枝吃力，就赶紧过来帮

我锯；看到我家门前的大坑影响出行，

就派车拉土把坑垫平。依我看，他就是

表率，党员里的先进。”

1月16日，柘城县洪恩乡柿黄村生态种植示范园莲藕种植基地内，村民余东亮在采收莲藕。余东亮承包种植的30亩莲藕喜

获丰收，由于市场行情好，预计每亩收入将超过1万元。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马学贤张子斌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1月9日，在鲁山县张良镇闫洼村的

圣农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建的车间内，工

人们有的在给切片机装填生姜，有的在

把生姜片运到烘干房，一片繁忙景象。

“这是政府投资60万元，给我们合

作社援建的生姜切片和烘干车间，将生

姜切片烘干后再卖，效益比卖鲜姜高出

一倍。”合作社负责人杜飞飞介绍道。

杜飞飞还担任着闫洼村的党支部书

记，他2015年年初自费到山东昌邑市学

习生姜的种植技术。2016年春，他牵头

成立了圣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生姜

种植。几年来，在该合作社的带动下，周

边农户已发展生姜种植3000多亩。近

年来，该合作社陆续建成了储存鲜姜的

大型地窖，增加了两套生姜清洗设备，形

成了生姜种植、储存保鲜、清洗销售的一

条龙产业。

生姜种植面积扩大后，一时销售不

完，靠几座地窖也容纳不了，急需发展深

加工项目。“通过考察，发现干姜片作为

调料厂和保健食品厂的原料，市场需求

量巨大，后来在政府的帮扶下，给我们投

资建起了车间，引进了加工设备，我们就

开始进行生姜切片烘干销售，一上市就

供不应求。”杜飞飞说道。

“切片烘干生产线得15个工人才能

转开圈，每人一天80元工钱，进行管理

和收获时，有100多人到合作社务工。

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将有步骤地扩大生

姜种植面积，把生姜进行深加工销售，打

造‘一村一品示范村’，让乡亲们通过生

姜获得高收益。”杜飞飞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胡少
佳 郭佳）1月15日，镇平县郭庄乡团中

村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在冬日暖阳的照耀

下，一畦畦蔬菜愈发鲜艳。

早上8时许，都丰蔬菜联合党支部

委员马亚敏来到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目前常温蔬菜大棚有

260个，面积220亩，种植有生菜、小白

菜、攸麦菜、茼蒿等10多个品种，合作方

在固定时间来车拉货。”马亚敏介绍道。

蔬菜种植一直是郭庄乡的特色产

业，有供港蔬菜基地、华泰农菜场、双孢

菇种植基地，大棚蔬菜的探索就更显得

有特殊优势。

为了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郭庄乡党委决定成立都丰蔬菜

联合党支部，由党委主要领导担任书记，

由具备发展产业经验的领导担任副书

记。采取“支部+专业合作社+专业农

场+金融+农户”的经营模式，动员群众

以资金、土地等多种方式入股合作社，依

靠大棚蔬菜产业引领群众致富。

“俺们是合作社菜场的长期工人，每

天摘摘菜，锄锄草，一个月能挣2000多

元。”村民刘杰乐滋滋地说道。现在都丰

蔬菜合作社常年从事种植业人数120

人，经济社会效益400余万元，平均每户

每年增收1万余元，百姓的小日子越过

越红火。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雷云
晓）1月7日上午，走进宝丰县赵庄镇张

庄村一家外贸服装加工厂，裁剪机的“嗡

嗡”声、缝纫机的“哒哒”声，谱出了一首

致富交响曲。

在车间忙碌的张红兵、王芬荣夫妇是

这家服装厂的老板，两人带着在北京闯荡

多年积累的精湛手艺和丰富经验，于2020

年年底返乡创办起这家服装加工厂。

“万事开头难，刚回到家里也遇到不

少困难，但是村里对我们创业一直非常关

心，村‘两委’干部多方协调，帮助我们把

厂前面的路修了，后来帮自己安装路灯、

修建厂房、招工，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提

起创业以来的经历，张红兵感激地说。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服装加工厂

给留守妇女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她们增

收致富，为家乡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分力量。”张红兵说，目前，服装加工厂还

处于试生产阶段，主要从事服装代加工，

已经招了20多名工人，大多是本村及周

边村庄的留守妇女。

随着试运营逐渐走向稳定，张红兵

夫妻俩计划将自己的服装加工厂与电商

销售结合起来，拓宽销售道路，打造自己

的服装加工品牌。

“我决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接受本

地校服批量定制、个人量体裁衣等各种

订单，带领更多村民掌握一门技术，共同

致富。”张红兵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近年来，固始县徐集乡立足

自身优势和产业基础，科学谋划产业方

向和重点，规划布局特色产业发展类别、

主要品种和重点区域，完善基础配套设

施和物流体系，构建主导产业培优做强、

特色产业快速增长的乡村产业发展格

局，加快乡村产业振兴。

推进优势主导产业“换装”。该乡是

国家粮油主产区，水稻、油菜一直以来是

优势主导产业。该乡大力推广有机稻、

虾稻共作等种植技术，已建成50多个集

中连片示范基地。

促进地理标志产品“提档”。该乡的

“王脑萝卜”“徐集鱼”是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近年来，该乡把“王脑萝卜”“徐集

鱼”列入乡村产业振兴规划，制定专门措

施重点扶持，进一步擦亮农产品品牌。

引导特色产业“安家”。为促进特色

产业集聚发展，发挥规模效益，该乡依托

龙头企业带动，重新规划各类特色产业

区域布局，在堰沟村“返乡创业园”“农夫

铺子”基地等相应区域集中建设仓储、物

流、冷藏、电商直播平台等设施，并加快

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引导企业开发特色

农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培育产业发展“龙头”。该乡采取内

育与外引相结合的办法，着力培育各类特

色产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户一起发展，共

同致富。截至目前，该乡共发展农业专业

合作社48家、家庭农场122家。（丁昌铭）

宝丰县赵庄镇

服装加工谱出致富交响曲

固始县徐集乡

培优做强特色产业助振兴

郏县邢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魁胜

群众心中的党员“表率”

上蔡县高李村驻村第一书记史伟华

让群众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1月15日，

在宁陵县张弓

镇小吕集村扶

贫车间内工人

们戴着口罩，加

紧生产旅行背

包。该车间一

边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一

边组织员工抢

抓生产，确保如

期完成订单。

徐华新摄

本报讯 随着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又到了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近

段时间，睢县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积

极部署农业春耕备耕工作，强化责任

落实，抓实细节管理，积极落实当前

农田管理和春播备耕工作。

为积极做好农资市场调查、监测

和农机具检修，该县安排专人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开展种子、化肥、农

药等物资的供需调查和余缺调剂，并

对主要农资储备和下摆情况开展监

测，积极协调做好农资的调剂调运，

保障春耕备耕期间全县农资市场稳

定，科学指导农户及时检修农机具，

做好农机具调试、保养和检修工作。

通过组织人员对全县种子、化

肥、农药等农资市场进行大检查，全

力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严肃查处乱涨

价等违法行为，净化农资市场，切实

维护群众利益；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

前往农贸市场、超市等水产品经营场

所开展专项检查。

该县农业农村局还立足全县农

业农村工作和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成

立了5个应急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

和生产基地，为农户提供面对面的生

产技术指导服务，解决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 （黄业波 王中玉）

睢县

春耕备耕不放松

柘城县 莲藕莲藕莲藕莲藕连着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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