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9日星期一
责编 / 丁先翠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综合新闻 3农村版

本报讯“两个多月 2550元，真不错！”1月 4

日，说起2022年年底在“豫见村味馆”领到的分润，

宫向玉仍十分开心。

宫向玉是栾川县陶湾镇唐家庄村香菇酱厂负

责人，她说的“豫见村味馆”位于陶湾镇西沟村，是陶

湾镇2022年乡村振兴和乡村运营重点项目，由杭州

趣村游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将闲置展厅改建而成。

该公司与栾川县签订乡村运营协议，于2022

年 2月入驻陶湾镇，为协心、红庙、唐家庄和西沟4

个村所在的“南沟片区”设计了核心 IP——“伊水

之源·鲜养陶湾”，指导建设的觅野仙踪露营基地、

帐篷市集、土乱爬越野基地、香菇酱和烧烤炉加工

厂投入运营；开发了桃胶奶茶、桃花酒、伊河源矿泉

水、老君的茶、百合雪梨速溶茶饮等5种文创产品；

培养乡村运营人才20余人，举办“相约百合·趣享

陶湾”文化旅游节等线上线下营销活动3次；发布

桃花节、樱花节和端午节活动、项目建设等网络推

送和媒体宣传59篇（次），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

“豫见村味馆”作为栾川县首家村味馆，4个村

的经济合作社均占有股份，群众土特产均可入馆售

卖，并参与分红。据了解，开馆以来共入馆产品152

类，接待游客3550余人次，销售收入6517.8元。

为兑现承诺，2022年12月30日，陶湾镇在“豫

见村味馆”举行了乡村运营“南沟片区”集体分红及

供货商分润大会，4个村分红756元、8名群众分润

5762.15元，鼓舞了士气，提振了村集体和群众参

与的信心。

“这次分红虽然不多，但为农特产品在家门口

直接变现开了个好头！”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

任冯建省说。

宫向玉说，2023年争取“打包”更多产品入馆，

让村民于年底领到更多分润。

（许金安刘鹏程胡恩恩）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平）1

月 3日上午，在平顶山火车站附近居住的退

休干部张彦召骑着电动车，沿着乡村小路来

到该市湛河区姚孟村养蜂户张兴元的养蜂合

作社，“看望”他认养的小蜜蜂，并带回纯正的

蜂蜜。

“每次都是老张现场取出蜂巢，将蜂蜜直

接倒入瓶中让我们带回。”张彦召说，前几年，

他从张兴元手中租了一箱蜜蜂，蜜蜂由养蜂

户代管，隔段时间，他便和家人一块儿骑着电

动车前来游玩顺带取蜜，这也成了他和家人

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68岁的张兴元是一位养了30余年蜜蜂

的老蜂农，早些年，他联合当地蜂农成立了养

蜂合作社，由他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加工包销

蜂蜜，其他养殖户只管到指定地点安心放

蜂。这样分工明确的养殖模式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当地养蜂业的发展，最多时发展社员

300多户。

张彦召是在购买蜂蜜时认识的张兴元，

当初因为她不停地询问真假蜂蜜的鉴别方

法，张兴元就把她带到了合作社，现场摇取蜂

蜜，张彦召也由此成了该合作社的“铁杆”客

户。

受此启发，张兴元专门召开了社员大会，

提出了蜜蜂认养的销售模式，合作社的不少

顾客像张彦召一样转身成了认养者。张兴元

介绍，“一窝蜂”认养活动一方面解决了蜂蜜

的销售难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消费者寻求

优质蜂蜜的难题。认养以一年为周期，认养

者可以前往养殖基地实地挑选一窝蜜蜂，并

贴上自己的专属信息，然后由蜂农严格遵循

自然原生态的方式为其代养，等到蜂蜜产出

的时候由蜂农联系认养者，认养者既可以跟

着蜂农实地前往掏蜜，也可以委托蜂农代为

掏蜜。

“我们和认养者约定，一窝蜜蜂的认养费

用为每年1000元，我们保证每窝蜜蜂每年产

蜜不少于20公斤，不足20公斤的，由我们补

足。根据以往的经验，一窝蜜蜂一年少则产

蜜 20公斤，多则达到 30公斤左右。”张兴元

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海楠）1月3

日，在宝丰县李庄乡马庄村的生态廊道里，10余

名村民正忙着翻地、浇水、放底肥、置菌包、压地

膜……大家分工合作，忙碌而有序。

“羊肚菌是冬种春收，一年一季，市场价格

高，且供不应求。今年我们一期林下试种5亩羊

肚菌，目的是让村民学习种植技术，带动他们发

展林下食用菌种植产业。”李庄乡副乡长谢宝锋

说。

得益于丰富的林下资源，李庄乡通过多方考

察，将周期短、投资小、效益好的食用菌种植引进

马庄村，采取“企业+种植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由宝丰县裕丰源农业产业园统一提供菌

种、技术、后期销售等一条龙服务，着力走出一条

稳健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之路。

“冬闲时节，地里没啥活，俺来这儿种植羊肚

菌，每天能赚60块钱工资。”马庄村村民杨锐开

心地说。

“我们将于 2023年 2月份进行二期食用菌

种植，主要以熊掌菇为主，预计种植面积 30余

亩，现已与裕丰源农业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通

过示范引领带动村民掌握种植技术，为全面推广

林下食用菌种植打下基础，力争使林下食用菌产

业成为全乡的特色产业、致富产业。”李庄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冯宇航说。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范燕彬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保护，只要大

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月4日，修武县环卫工人张福贵捧着刚刚领到的

“爱心健康包”激动地说。

近日，修武县充分发挥网格员和党员联户作

用，广泛动员群众、志愿者、爱心人士等多方力量，

组织开展新一轮“敲门行动”，上门发放“爱心健康

包”，宣传普及家庭防疫知识。该县还发出倡议，引

导全社会奉献爱心，共享防疫药品和物资，鼓励邻

里守望相助，为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布洛芬是退烧的，维生素C可以提高免疫力，

润喉片可以缓解咽喉疼痛，医用酒精用来消毒，还

有这本《个人防疫手册》一定要认真看一遍。”3万

多份“爱心健康包”伴随着一声声温情叮嘱送到独

居老人、环卫工人、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手中。

修武县中医院密切关注当地疫情变化，以甘草

干姜汤、止嗽散等为基础配方，精心熬制防疫大锅

药，帮助群众增强防病抗病能力。“最近3天熬制的

汤药主要起疏风散寒、宣肺润燥、止咳化痰的功效，

每天熬制6大桶，供应500多户家庭免费服用。”该

医院院长王金虎说。

该县乡村医生种瑞娟自费购进一批对乙酰氨

基酚，免费提供给身边有需要的人，目前已赠送出

8000多片，为1000多名群众解了燃眉之急。“种医

生不但免费发放退烧药，还详细指导服用方法和注

意事项，听了之后对家里老人的康复心里更有底

了。”前来领取退烧药的群众对种瑞娟的周到服务

赞不绝口。

有健康问题，找家庭医生。修武县多渠道公布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联系方式和服务范围，116个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分区划片全覆盖。病情危重需要

到县外就诊的，家庭医生还负责联系对接上级医

院，协助办理转诊手续。

近期持续开展的党建带群建“六帮六助”专项

行动，也为修武县寒冷的冬天增添浓浓的温情。修

武县妇联开展“关爱单身母亲呵护困难家庭”活动，

连日来累计走访单亲家庭69户 205人；县残联为

14名肢体残疾人免费安装假肢，帮助他们迈向新

生活；教育部门组织学校教师开展家访，重点关爱

单亲学生和孤困儿童……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
娅培杨晓燕）“这是罂粟壳，又叫‘御米

壳’，俗称‘米壳’，它含有吗啡、可待因、

罂粟碱、蒂巴因、那可汀等生物碱类物

质，是制作毒品的原材料，长期食用会

对人体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并可能造成

慢性中毒。”1月3日，在禹州市一峰城

市广场入口，禁毒民警和志愿者向群众

详细讲解识毒、禁毒相关知识。

临近春节，各农贸市场、超市的

年货琳琅满目，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的拒毒、防毒意识，禁绝毒品

原植物在辖区内种植和流通，从源头

上禁绝毒品，禹州市禁毒办组织民警

和志愿者走上街头，在人流量大的路

段开展禁毒宣传“赶大集”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讲解禁毒知识、现场解答疑问

等形式，向过往群众介绍罂粟的具体

特征以及种植罂粟要承担的法律责

任，并结合涉毒典型案例，教育引导

群众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并鼓励市

民积极参与禁毒防毒工作。同时，禁

毒民警还深入各商户进行全面排查，

严查非法售卖罂粟壳及其种子的违

法犯罪行为，为群众欢度双节营造平

安祥和的社会氛围。

现场群众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宣

传活动，进一步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

性，提高了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为

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生活，一定做到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
永胜）“现如今街道纪工委有了 6间

140平方米的规范办公室，配备了‘三

专两兼’5名纪检干部，我的干劲更足

了。”1月 3日，许昌市魏都区新兴街

道纪工委书记苏元方感慨地说，由于

历史原因，几年来他所在的街道纪工

委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纪检干部变成

了“万金油”，身上还压了拆迁、创文

等多项工作任务，现在有了规范的办

公场所，将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监督各项惠民政策在基层落实落细。

2022年以来，许昌市魏都区纪委

监委创新工作机制，探索城市街道纪

工委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新

路径，着力释放基层监督新动能，促

进街道纪检监察机构从有形覆盖向

有效覆盖转变，取得了良好成效。

为规范职责权限、制度流程、监

督载体、监督形式、协作机制、干部管

理、考核考评，魏都区纪委监委印发

了《魏都区街道纪检监察基层基础试

点建设实施方案》，出台了《街道纪检

监察协作区工作规则》等9项协作区

及基层监督工作管理规则文件，形成

了科学系统、规范有序、运作顺畅的

制度体系，做到了有据可依、有章可

循。

同时，魏都区纪委监委将民生大

数据监管平台与清风魏都公众号连

接，打造信息公开共享共治平台。群

众点击平台屏幕，就能对社区集体

“三资”管理、惠民政策落实等信息进

行查询。通过“随手拍”，可用手机拍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服务群众不作为、乱作为等“四

风”行为，并上传系统，区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室会及时收到并处理，有效保

障了群众的监督权。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魏都区纪委监委将

高标准加强队伍建设、规范工作流

程、创新监督手段、突出监督重点、织

密监督网络、提升监督质效，推动魏

都区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

化、正规化建设开创新局面。”魏都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徐光满怀信心

地说。

1月5日，市民正在品尝姜茶。连日来，柘城
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会每天熬制两大桶暖胃又
暖心的爱心姜茶，送给未来大道和郭口桥地段的
环卫工人、返乡乘客和过往市民。 张超 摄

1月3日晚上8点30分，走进淮滨

县一家购物广场，只见来来往往采购

物品的人络绎不绝，广场附近的小吃

街，摊位业主正忙碌着烹饪食材，鸡蛋

饼、烤肉串、臭豆腐等深受市民喜欢。

连日来，随着“新十条”优化防疫

措施的落地，淮滨县通过金融扶持、

税费支持，全力帮助企业、商家纾困

解难，并适度放宽夜宵摊点、厂区周

围、市场周边等场所的占道经营条

件，紧抓元旦、春节消费旺季和年货

节等，开展系列打折让利促销活动，

激发消费活力，加快市场回暖。与此

同时，融入创意、全面城区夜景工程，

着力打造地标建筑、公共广场、水系

河岸、旅游景点的光彩景观，塑造“淮

滨八点半美好夜相伴”城市夜经济品

牌；先后两批投放100万元政府消费

券，鼓励商家推出打折优惠、抖音直

播推广、美食评选等消费活动，打造

淮滨特有的夜市经济，完善“吃喝住

行游购娱”链条。

淮滨县商务局局长鲁付森表示，

截至目前，淮滨县住餐企业已复工复

产1112家，复工率达100%。

（李振阳符浩李贵州）

西平县

高庙粉条变“金丝”

禹州市

禁毒宣传“赶大集”

许昌市魏都区

着力释放基层监督新动能

淮滨县

夜经济催热烟火气

1月3日，杞县五里河镇五里河村农民正在采摘双孢菇。该村在镇党委、镇政府和
村“两委”的积极引导下发展食用菌种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收入。 刘银忠 摄

修武县爱心护健康互助添温情

平顶山市湛河区

栾川县陶湾镇

宝丰县李庄乡

寒冬姜茶暖人心

新年·新感动新感动

“豫见村味馆”
遇见美好事

城里人下乡
认养“一窝蜂”

林下种菌菇
村民学技术

小寒至，农事忙。1月5日，温县张
羌街道马庄村农民在建设温室大棚。

徐宏星 摄

新年·新鲜事新鲜事

新年·新气象新气象

新年·新希望新希望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1月 5日，在西平县焦庄乡高庙村

红薯加工基地，30余名群众正忙着加

工、晾晒粉条，千丝万缕、晶莹剔透的

红薯粉条整齐地悬挂在宽阔的晾晒

场上，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咱们村的红薯粉条经过20多道

工序，由纯手工制作，原材料都是自

家种植的红薯，保证绿色天然、味道

纯正。这段时间市场需求量很大，俺

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干活，一直到晚

上7点多才收工。”正在搓红薯的村民

刘彦平高兴地说。

高庙村种植红薯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清乾隆中期，因为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高庙红薯富含锌硒等微量元

素，绵密香甜。以高庙红薯为原料制

作的红薯粉条爽滑柔韧，深受消费者

喜爱。

“我们采用‘西地红薯业公司＋

村集体经济＋村民股民’的模式，加

工出红薯粉条、红薯醋等产品，已经

形成‘三品一标’农产品绿色认证两

个、商标两个。”高庙村党支部书记焦

通说，“目前，村里仅加工制作红薯粉

条这一项，年产值就已突破350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达7万多元。”

“红薯粉条经过统一包装后除运

往县城及周边城市的商超外，也会留

下一部分在网上进行销售。”西地红

薯业公司负责人焦献中说，“下一步，

我们打算招聘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

货，争取让高庙村的红薯粉条走得更

远，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