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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付峰

2022 年 12 月 30 日早晨 7 点，在

项城市范集镇邮政所营投部分拣大

厅，投递员张雷正熟练地分拣报纸。

约一小时后，原本成摞的报纸和信件

被他分门别类地放进摩托车上的马鞍

包里。之后，张雷便开始了一天的投

递工作。

“我刚参加工作时，使用的送件工

具是一辆老式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骑着这辆‘二八大杠’，我投递了大量

的报纸和信件。”谈起 20年前初到邮

政所担任投递员时的情景，张雷感慨

万千。

回忆起第一次送件，他更是记忆犹

新：“那天，我被安排去范集镇南部送信

件。当我将信件送到收件人手上时，对

方道了一声谢谢，我听后特别开心。”

然而，在漫漫邮路上，并非总是一

帆风顺。张雷介绍，当初乡下大多是

崎岖不平的土路，每逢下雨就泥泞难

行，给投递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每当雨天途经这些土路，他就只能下

车推行，身上被雨水打湿，裤脚上也溅

满了泥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成了他当时工作的真实写照。

即使道路难行，但张雷深知这份

工作的重要性。“以前，在送的物品中，

除了报纸和信件外，还有一部分是汇

款单。”张雷说，当时不少年轻人在外

务工，会定期将钱汇给家中的长辈，

“对于一些老人来说，汇款单不仅是生

活费的来源，更是家中亲人的平安通

知单，所以我必须及时无误地送达。”

一次，张雷在送件过程中，看到一

张仅写有收款人姓名和范集镇的汇款

单。由于地址不具体，他连续 3天前

往辖区各村挨家挨户问询，最终才找

到了收款人。“对方是位老人，正等着

这笔钱急用，因迟迟收不到汇款单，在

家里着急得很。”张雷说，看到自己把

汇款单送来，老人这才放下心。

随着时代的进步，2005 年，那辆

陪伴张雷6年的自行车“下岗”了。送

走“老伙计”，迎来“新战友”，张雷的送

件工具在不断升级。“后来，单位给我

们配备了电动自行车，出门送件再也

不用费力蹬车了。”对于这位“新战

友”，张雷格外珍惜，每次送件结束，都

会将电动自行车仔细擦拭干净。

再后来，由于电动自行车出行距

离有限，邮政公司又给投递员们配备

了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为了能一次多送点邮件，张雷在

出门投递前总是将摩托车上的马鞍包

装得满满当当，连后座上也被装得没

有一点多余的空间。“如今，投递的邮

件不仅是报纸、信件，还有很多快递包

裹。为了能够将邮件及时送到收件人

手中，每天我都会根据送件数量的多

少和距离的远近，选择合适的交通工

具出行。”张雷说。

20多年来，张雷一直奋战在投递

一线，见证了投递物品从信件、汇款单

到快件、包裹，送件工具从自行车到摩

托车、电动三轮车的变化。张雷的工

作既忙碌又充实，他是范集镇邮政所

投递员们立足本职、勤奋工作的缩

影。他们投递的一封封邮件、一件件

包裹，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更提

升了他们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各位‘铁粉’们，这红彤彤的草

莓，种植管理既不施化肥又不打农药，

灌溉用的都是深井水……”1月 1日，

在沈丘县周营镇王寨村“三宝”生态草

莓采摘园里，果农谢洋洋举着一个草

莓，对着手机向直播间里的网友介绍。

走进谢洋洋的草莓种植大棚，一

颗颗色泽鲜艳的草莓很是诱人。工人

们不停地俯身采摘，大棚里一派忙碌

景象。三三两两的游客精心挑选着成

熟的草莓，一会儿工夫，手里的小红篮

就堆冒了尖儿。

“我是通过看直播知道这里的，特

意和闺蜜一块儿过来采摘。在这儿，

不仅能吃到新鲜的草莓，还能体会到

采摘的乐趣，真不错。”来自附近乡镇

的游客王金霞兴高采烈地说道。

谢洋洋2020年开始种植草莓，在

通过网络学习种植技术的同时，还专

程前往山东等地实地参观学习。为了

让草莓的口感更好，他特意在大棚中

养殖了蜜蜂，让草莓自然授粉。

作为草莓种植领域的“后起之

秀”，谢洋洋在种植、销售方面有自己

的想法。眼下，他正在尝试自己育苗，

降低种植成本，让草莓收益最大化。

“育苗、种植、除草、采摘……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工人，这让周边

很多村民有了就近赚钱的机会。”谢洋

洋说，目前在草莓种植大棚长期务工

的村民有20多名，人均月收入在2000

元左右。

为了打开销路，谢洋洋还参加了

沈丘县商务局举办的电子商务人才培

训班，通过网上直播、制作短视频等形

式拓宽销售渠道，吸引了大批顾客。

“网络将电商、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

户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从田间地

头到电商平台的生产销售新模式，能

将更多利润留给果农。”沈丘县商务局

负责人表示，针对农村电子商务这个

新兴业态，该县在人才培训、品牌打

造、平台搭建、质量保障体系、物流渠

道等方面加快建设，为广大果农在“互

联网+”时代大展宏图提供有力支撑。

“接下来，我将依据市场行情发展

变化，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带动附近村

民靠种植草莓实现增收致富。”说起下

一步打算，谢洋洋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董淑艳

“在家门口制作假发辫子，不耽误

接送孩子上下学，厂里按件计算工钱，

多劳多得，我一个月差不多能赚2000

元，够日常花销了。”1月 2日，提起在

家门口就业，鲁山县张店乡张店村村

民贺泉说。

当天，在张店村一处加工假发的

厂房里，贺泉和工友们忙得热火朝

天。柔顺、晾干、梳理、分支、绑头、机

缠、定型……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

紊。

2022年 1月，张店村村民张秋辉

到许昌市、叶县等地考察后，发现加工

假发辫子门槛低、投入少、收益稳，是

一门不错的生意，就筹措资金引进设

备开始创业，并与许昌市一家制作假

发的大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张秋辉从

这家公司购买假发原丝，加工后的成

品再由该公司回收，从中赚取加工费，

每月结一次账，效益稳定。目前，他的

加工厂有30余名工人，每人每天收入

100元左右。

随着订单量越来越大，张秋辉又

把本村和周边村赋闲在家的上了岁数

的妇女召集起来，对她们进行技术培

训后，让她们把原材料拿回家中加

工。目前，他的加工厂已发展20余名

在家加工者，每人每天收入 50 元左

右。“虽然去年由于种种原因加工厂干

干停停，但除了发工资外，也把投资的

10多万元本钱挣了回来，估计今年形

势肯定要好于去年，收入也会更多。”

张秋辉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涵儒魏瑞鑫

1月 5日上午，在叶县常村镇千村

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十几名

工人正忙着加工西洋参茶片。

“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销往天津

地区的西洋参茶片，此外我们还加工

艾叶、益母草、天麻、山茱萸等中药材

产品。目前，我们拥有种植基地2300

余亩，生产各类中药材产品70余种，每

年有 1500吨以上优质地道的中药材

产出，2022年的销售额达3500万元以

上。”公司董事长董必甫介绍说。

出生于常村镇瓦房庄村的董必

甫，17岁那年因家中一场变故放弃学

业，外出打工以减轻家庭负担。2005

年，董必甫和朋友一起到安徽省亳州

市，在那里开启了中药材经营之路。

短短几年，他便积累了一批固定客户，

2013年在亳州市与他人合作建立了中

药饮片厂。

功成不忘家乡情，回报桑梓赤子

心。2017年，常村镇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伸出“橄榄枝”，董必甫决定回乡投

资办厂。2018年 5月，他改造了常村

镇废弃的烟叶收购站，注册资金 600

万元，成立了千村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商标“千村堂”，建起集种苗培

育和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专业化中药材生产企业。依托多年来

积累的市场资源，公司生产的产品远

销韩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新西

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为带动当地农户通过种植中药

材增收致富，董必甫通过“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模式，为种植户提供优质

种苗、免费技术指导并签订保护价收

购协议，带动周边村集体合作种植中

药材 2800余亩。千村堂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也先后被评为“市级大众创业

扶持项目”“县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

范项目”。2022 年，在“全国劳务品

牌形象代言人征集展示活动”中，董

必甫入选全国新星劳务品牌形象代言

人。

“接下来，我们将借助家乡的自

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逐步建设符

合药品生产标准的厂房和流水线，丰

富产品结构，继续完善产业链，把更多

适合家乡种植的高收益中药材推广开

来，在家乡建设高附加值项目，为家乡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

收。”董必甫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马小林

1月 4日，宝丰县商酒务镇孙官

营村“两委”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本

村李树芳、周慧玲等“好媳妇”家中，

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我照顾俺婆婆那是应该的。人

人都有老的时候，要孝敬老人，为儿女

做榜样！”当商酒务镇党委副书记马俊

歌和村党支部副书记孙常伟把锦旗和

米、面、油、被子等慰问品送到“好媳

妇”李树芳家中时，她激动地说。

“俺妈和俺婶几十年如一日，细

心照顾卧床不起的奶奶，让我们晚辈

都很感动！”李树芳的儿媳丁潜文眼

噙热泪，感动地说。

就在两周前，孙官营村“两委”决

定创新表彰方式和慰问形式，按照尊

重赡养老人、细心教育子女、勤俭持

家、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等标准，通过

民主推荐、走访邻里、入户了解等方

法，评选出“孝贤好媳妇”和“家风家

训示范户”，并进行表彰和慰问。

“百善孝为先。一段时间以来，

村里偶尔会有老人找到村干部，哭诉

生活困难。”马俊歌说，后来他带领村

干部通过入户走访，发现有些家庭尤

其是有长年卧床老人的家庭，卧室整

洁、被褥干净，家庭成员精神风貌也积

极向上，于是决定通过大张旗鼓地表

彰和奖励，在村子里树新风扬正气。

入冬以来，宝丰县开展了“关爱

你我他·温暖千万家”行动，要求各级

党组织因地制宜开展走访慰问、帮扶

救助、心理疏导、政策宣讲等活动，以

实事好事送温暖、送关爱、送真情，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孝贤好媳妇’的鲜活事迹，为

广大家庭树立了典范，使广大群众学

有榜样、比有标杆，弘扬了正能量，下

一步，我们的评选对象将更加年轻

化，鼓励、号召更多年轻人传承美德，

让文明之风吹遍每个角落。”商酒务

镇党委书记郭书东说。

投递员张雷包裹里装着幸福感

平等村里平等事

企业家董必甫

赤子情深报桑梓

果农谢洋洋

草莓“上网”销路广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丁昌铭

“你好，卫生室还有床位吗？”1月 7

日，79岁的固始县徐集镇郭洼村村民王

庆明，焦急地拨打了村卫生室主任郭培军

的电话。在得到明确答复后，王庆明在儿

子的陪伴下，到村卫生室办理了手续。

“来到村卫生室后，郭医生立即帮俺

测量体温、把脉问诊，然后开始对症输

液，仅三天俺就好了！”王庆明说，在村卫

生室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自己恢复

得很快，现在都可以骑电动车出门赶集

了。

2022年 12月，大批村民被新冠病毒

感染。此时，既要想办法降低感染概率，

又要确保村民平安，郭培军身上的担子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重。为了节省时间，他干

脆住在了村卫生室，他的妻子也一起帮助

村民扎针输液。

“吃住在村卫生室快一个月了，虽然

忙点、累点，但看到村民们平安无事，我心

里还是挺高兴的。”郭培军一边整理病人

资料，一边介绍最近的工作情况。

郭培军说，村卫生室医护人员虽然不

多，接收病人的能力却不能下降。村医的

职责就是救治村民，让病人特别是老年人

不出村就能及时得到医治。

截至目前，郭洼村 290名 65岁以上

老人，被感染者多达 173人，由于救治及

时，目前这些老人全部恢复了正常，没有

一个新增感染。

“我们都最先变成‘小阳人’，我也是

第一个转阴的。”郭培军说，既然选择了医

生这个职业，就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任

何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克服。

郭培军的妻子范传丽每天帮村卫生

室做好护理工作之后，还要抽空回家喂一

下家养的十多只鸡鸭 。虽然两头跑又忙

又累，但她总是乐此不疲。

据了解，徐集镇共有 18个村（社区）

卫生室，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各村（社

区）卫生室第一时间设立了专门的病区，1

名室主任、1至 2名医生成为全镇一线的

首批“逆行者”。

“每天昼夜坚守岗位，以村卫生室为

家，看到病人们没了来时痛苦的样子，特

别是看到老人恢复得很好，我觉得再苦再

累也是值得的。”郭培军坦露心声。

村民张秋辉

假发“编织”致富路

村医郭培军

守护好村民健康
表彰好媳妇锦旗送到家

11月月11日日，，宁陵县逻岗镇赵庄村村民冯传丽在智慧家庭农场温室里宁陵县逻岗镇赵庄村村民冯传丽在智慧家庭农场温室里，，看着无土育苗培育的看着无土育苗培育的160160万株甘蓝苗喜上心头万株甘蓝苗喜上心头。。 吕忠箱吕忠箱 摄摄

□黄红立许金安李德伟

路面扩宽、排污管道扩容、门面

房统一招牌、“三线”改造……1月 3

日，新年伊始，伊川县平等乡平等村

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加紧推进，一派紧

张的施工场面。

平等村是平等乡政府所在地，有

1.2万余人口，当地民风淳朴，文化底

蕴深厚，村民深受邵雍的理学思想影

响。村庄距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

家、诗人邵雍的墓地仅1公里。平等

村虽说是村，但店铺林立，相当繁华，

也是“三清两建”工作的重点。

去年以来，平等乡认真贯彻洛阳

市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积极实

施“三清两建”专项行动，乡村振兴开

局良好。去年12月，又开展了“回头

看”，进一步巩固行动成果。这期间，

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彰显了平等村

人平等、公平的朴素情怀。

聂玉环深明大义聂玉环深明大义
一个月前，平等村 80多岁的聂

玉环老人尽管行动不便，还是来到平

等乡“工作专班”办公室，重新签订了

合同，按要求缴纳了地租款。这事在

平等乡被传为佳话。

2021年 10月，“三清两建”专项

行动刚启动，个别干部认识不到位，

存在畏难情绪，致使部分工作没有彻

底“理顺”，群众对此颇有微词。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们也不

是非要占集体利益，有人不按规矩

来，我只好‘倚老卖老’，看看干部们

到底怎样！”聂玉环老人说，后来他也

认识到不对，想想自己清明了一辈

子，不能让人说闲话。

去年12月，“回头看”展开后，他

第一时间“说明情况”。

“‘回头看’就是再过网细筛，不

留任何影响乡村振兴大局的死角。”

伊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清两

建”专项行动“回头看”工作专班组长

齐小伟说，正是有了聂玉环老人的带

头，平等村“回头看”自查自纠取得了

不俗的成效，完成了 12份归还村集

体资产确认书、重新签订12份合同，

收缴集体土地出租金3万余元，积累

了发展后劲，群众的心气儿顺了。

马风雷雷厉风行马风雷雷厉风行
伊川县扫黑办副主任、派驻平等

村“三清两建”专项行动“回头看”工

作专班组长马风雷人如其名，公道正

派，雷厉风行，被同事们称为工作狂。

在马风雷的办公桌上，两本厚厚

的工作日记很有特点。工作日记里，

夹着红头文件、工作简报、活动照片，

但更多的则是“三清两建”账单。

马风雷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出的

“七步工作法”管用实在：察民心、访

民意，摸出真实线索；严格“四议两公

开”，照章办事；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强化“以打开路”，不留隐患；做好宣

传，营造良好氛围；抓住“关键少数”，

坚持露头就打；理清工作思路，确保

取得成效。

一把尺子量到底，集体个人都公

道。为打消群众顾虑，马风雷协调土

地、公安等人员，冒着严寒对村里的

化工厂、养鸡场、焦炭厂等使用或侵

占集体土地情况进行摸排，手工丈

量、卫星测绘，做到了实事求是、公平

公正。

宝丰县孙官营村宝丰县孙官营村

伊川县伊川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