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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 乡贤当上领头雁 情系桑梓促振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远）新修的柏油路伴着绿化树穿村而

过，几栋造型别致的房屋木质门楣上刻

着浮雕字，不远处的路灯下悬挂的“幸

福宋庄”道旗随风摇曳……1月9日，走

进漯河市源汇区问十乡宋庄村，别样的

乡村风貌扑面而来。

从过去的“后进村”到现在远近闻

名的“明星村”，宋庄村四年来的嬗变源

自乡贤回归：2018年，村民李肖科放下

市值几千万元的公司回村任党支部书

记，任职四年多来，宋庄村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获得“国家

级森林乡村”“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省级以上荣誉。

近年来，漯河市以“乡情、亲情、友

情”为桥梁纽带，充分发挥乡贤人士“联

系广泛、资源丰富、智力密集”优势，在

“引、育、用、留”上持续发力、做足文章，

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乡村振兴正在从阶段性任务向长

期任务转变，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是各

级党委必须肩负起的政治责任。”漯河

市委书记刘尚进说，全市将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

手，不断完善乡贤政治激励、工作支持、

待遇保障等机制，为持续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招引+铺路 | 汇聚“乡贤智慧”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贤长期在

外打拼，事业有成，在乡村建设发展方

面有情怀、有资源、有能力。如何让乡

贤想回来、愿回来、能回来，成为组织部

门研究最多、思考最多的问题。

近年来，该市建立市、县、乡、村四级

乡贤组织体系，制定联络沟通、集中会商

等制度，绘制乡贤“地图”，标注工作动

态、特点专长、回乡任职需求等信息，实

现乡贤信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

2020年村“两委”换届中，一大批

乡贤进入组织视野，共有399名乡贤返

乡任职，其中，137名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262名担任其他“两委”干部，越来

越多走出去的“外出务工潮”变成了引

回来的“创业任职潮”，沙澧大地出现更

多返乡创业、到村任职的乡贤身影。

培训+搭台 | 激活“乡贤资源”

“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回村的次

数较少。刚当上党支部书记，感觉‘隔

行如隔山’，还是比较吃力的。通过参

加这次乡贤培训班，听到了‘土专家’

‘田秀才’实用经验，看到了‘本土邻村’

发展成就，收获很大。”舞阳县文峰乡薛

村党支部书记郭东亮说。

为提升乡贤任职能力、带富水平，

该市打破常规、创新形式、按需施教，针

对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岗位、不同特长

的乡贤，开展“定制化”培训，力求培养

出懂理论、懂业务、会经营电商、能带头

致富的复合型乡贤。

2022年 6月，漯河市第三期“出彩

吧·支书”比拼活动如期举办，此次比拼

以“‘五星’争创‘兵支书’在行动”为主

题，台上唇舌交锋，台下掌声如雷。召

陵区青年镇葛胡村党支部书记葛运良

作为“新”书记，站在台上无比坚定，生

动讲述了自己从坦克兵到企业经理再

到“兵支书”的传奇故事，最终拔取头

筹。

葛运良是漯河市 360 余名“兵支

书”的典型代表，也是1269个村党组织

书记的先进模范。在漯河市各项政策

的促动下，越来越多的乡贤投身农村这

片广阔天地，不断书写乡村振兴和基层

治理的出彩篇章，带领村民奔向幸福美

好新生活。

激励+荣誉 | 发挥“乡贤效应”

漯河市召陵区出台乡贤能人助力

乡村振兴10条激励政策，对领办休闲

农业、民宿旅游等项目，实际投入50万

元以上的，按实际投资额的 30%进行

奖补；漯河市郾城区设置乡贤“一站式”

服务窗口，开辟创业“绿色”通道，在土

地使用、贷款支持、税收减免等方面提

供支持……

漯河市出台乡贤创业任职配套政

策，建立乡贤亲属关心关怀制度，帮助

解决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关键小

事”，消除干事创业后顾之忧，增强乡贤

回乡任职吸引力。

统计显示，目前，漯河市返乡乡贤

累计投资 8.3 亿元，兴办企业、合作社

457个，涉及农产品存储加工、文化旅

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吸引9300余人就

近就业，带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年

收入 5万元以上村达到 1178个、占比

92.83%。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杨振辉 康帆 申东

“我们调研英雄渠，汲取本土思想

营养，就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全县上

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敢闯

敢拼，拼出淅川新发展、新天地、新辉

煌！”1月10日，在淅川县盛湾镇土地岭

村英雄渠畔，淅川县委理论中心组成

员，看几十丈高悬崖峭壁上蜿蜒盘挂的

石砌水渠，凭吊修渠英雄，谈英雄渠精

神，心灵一次次受到洗礼。

“抠”出来的“盘山天渠”

位于豫鄂交界处的土地岭村，属

石灰岩山区，受岩性、裂隙、断层等影

响，地下水缺乏。“淘菜水不能泼，澄清

之后刷碗锅；刷锅水不能泼，澄清之后

洗手脚；洗脚水不能泼，澄清之后给牛

喝。”这是当时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翻山越岭挑水背水，是土地岭人抹不

去的深刻记忆。

1957年正月，时任土地岭大队党

支部书记杨林禄与附近几个高级社商

量，谋划从湖北修高山引水渠解历史

之渴。当年 9月，土地岭村出动 1500

名劳力，在白鹅崖、韭菜崖、橡子崖等

“三崖九沟十八坡”处拉开阵势，鏖战

修渠。

“没有专业测量设备，测量队员就

用一碗水当水平仪，规划渠线；没有专

业开山工具，就将 头、洋镐、木杆、绳

索、铁锹、铁锤等搬上工地；没有炸药，

就购买硫黄、收集木炭和厕所沿边铲

硝，自制炸药爆破；修到悬崖处，队员们

就在山顶砸上钢钎，固定好绳子，绳子

另一端系在腰上，慢慢下到渠线旁打炮

眼，炸开悬崖绝壁……逢山凿洞，遇沟

架桥，硬是凭着冲天干劲把渠修上了

山。”盛湾镇退休干部柴国华道出了修

渠的艰辛。

1958 年 8月，时任淅川县委书记

梁宏江来到土地岭，看到女子突击队队

员吴改芝穿着单衣，腰系草绳，悬在橡

子崖上，一锤一锤凿着崖壁……他不禁

赞叹：“巾帼不让须眉，此乃真英雄！”英

雄渠的名字由此而来。

从开始测量到建成通水，两年时

间里，先后3000余淅川儿女凭着一锤

一钎一双手，削平 15座山头，穿越 10

条深沟，架设40余个渡槽，开拓2个山

洞，硬是在悬崖绝壁上“抠”出一条长

16.5 公里的“盘山天渠”，配套建设水

磨加工厂、发电站，惠及两省周边

4000余人。

“拼”出来的“水清民富”

63年过去，英雄渠水依旧流淌不

息，敢想敢干、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创

造创新的精神血脉也在淅川大地“生根

发芽”，完成移民搬迁，确保碧水北送，

打赢脱贫攻坚，淅川人民书写了一个又

一个传奇。

“总不能为了咱自己，渴了北方

吧！”在英雄渠精神的引领下，淅川16.5

万库区移民毅然决然地抛家舍业，别土

离乡，不讲价钱，不言回报；移民干部

“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把委

屈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化成满腔的热

忱；各部门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确保了

移民工作平稳高效有序推进。

移民要发展、百姓要致富、县域要

崛起，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英雄渠精

神再次成为淅川人民的“精神食粮”。

为了给大山里的乡亲开出一条致

富路，老城镇马沟村党支部书记石清杰

带头捐款，动员村民学习英雄渠精神，

组成突击队，硬是从悬崖峭壁中开出了

一条石头路。公路通，百业兴。马沟

“荒山”变“果园”，漫山遍野的杏李带着

乡亲们奔向小康。

在英雄渠精神的指引下，一年来，

淅川广大干群扛稳水质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重担，在绿色发展的路上奋力前行。

汽车零配件、现代中药、新型建材和新材

料四大产业集群发展迅猛，晶多多新材

料产业园、龙鑫高性能锂离子负极材料

等一批超10亿元的大项目落户淅川。

城乡面貌焕发新颜，“玉”字形高速路网

建设如火如荼，“五纵四横”路网拉开框

架，南部水城和渠源新城规划有序推

进。全域旅游创建经验获全省推广，“大

邹庄”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环丹江旅

游圈串珠成线，县域发展阔步向前。

流不尽的“精神长河”

沉浸式体验调研，大家一路走、一

路看，一路思、一路议。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英雄

渠精神，要坚持党的领导，紧跟伟大复

兴‘主心骨’；要赓续红色血脉，奏响拼

搏奋斗‘主旋律’；要坚持发展为要，跑

出转型跨越‘加速度’；要坚持生态为

先，绘就绿水青山‘新画卷’；要坚持人

民至上，走好共同富裕‘赶考路’；要坚

持底线思维，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要

坚持自我革命，打好从严治党持久战。”

交流研讨中，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说。

（下转第二版）

英雄渠畔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张
志超 刘景彪）“注意要降血压，控制

饮食”“要保持乐观，定期去医院复

查”……1月 9日，新乡市卫健委驻

封丘县陈桥镇毋寺村工作队队员

张志军，照例来到村民家问诊。

“如何让老百姓掌握基本健康

知识，并且在患病后早发现早治

疗，尽可能多地减少看病费用，降

低返贫风险，是驻村工作队义不容

辞的责任。”张志军说。

2021 年 9月，根据工作需要，

新乡市卫健委安排市第四人民医

院主治医师张志军到毋寺村开展

驻村帮扶工作。作为全科医生，张

志军在封丘县卫健委多机构备案

后，在村里开展健康科普工作并接

受村民病情咨询。

从开始对张志军的治疗建议不

以为然，到接连有人听了建议后病

情改善，相处之后，村民们逐渐改变

了对张志军的看法，平时身体有啥

不舒服，都愿意去找驻村工作队。

驻村工作队还在村文化广场

建立了“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让中医药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石大爷，这几天身体咋

样？布洛芬只有在发烧时才吃，一

次吃一片，一天不能超过两片，身体

如果还有啥不舒服，及时跟村卫生

室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我正愁

买不到药哩。”1月9日，固始县徐集

镇文塔村的石守文老人，领到退烧

药后不住地感谢村干部和村医。

据介绍，这几天，带有温馨提

示的布洛芬片，在村（社区）党员干

部、村卫生室医生、网格员和志愿

者的奔波下，逐户送到辖区60岁以

上老人的手中，有效缓解了老年人

购药难的问题，全力保障了重点人

群的用药需求。

“春节马上到了，今年春节返

乡人员猛增，群众用药需求加大，

常有群众打电话反映退烧类药物

难买，有的患者还十分焦虑。”徐集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杨志说。

为此，徐集镇党委、镇政府根

据前期摸排情况，安排分发药品事

宜，在药袋上标注使用说明和禁忌

范围，提醒群众合理用药，科学用

药，不盲目囤药。对不能前往村卫

生室领药的老年人进行“敲门配

送”，确保退烧药品及时发放到重

点人群手中。

据统计，截至目前，徐集镇共

摸排 60岁以上老人和防返贫监测

对象3800余人，发放“暖心药包”近

4000份。 （李振阳 丁昌铭）

□本报记者 董豪杰

100年前，“灵宝苹果之父”李工生首次将苹果引种到灵宝，经

过不断发展，小树苗长成了大产业，灵宝苹果打响全国品牌。100

年后的今天，乘数字化东风，灵宝苹果再迎蝶变，种植更高效、加工

更智能。

1月6日，灵宝市焦村镇乔沟村5G未来果园的指挥中心里，负

责人曹亮在屏幕前不时切换画面，3000亩果园“尽收眼底”，安装

在田间的各种传感器将数据传输、汇总、计算后，曹亮能够第一时

间获得各类信息，为果园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相较传统果园，在这里，苹果得到各种“黑科技”的全方位保护，

曹亮打开果园里的植物病菌孢子捕捉分析系统介绍说，该设备可以

实现孢子的自动捕捉、分析，从而对病毒发生趋势进行研判。而以

往，由于肉眼观察等方式对病虫害的判断不准确，种植户大多直接

采用广谱抗病毒药物，有了这个设备，就可以精准分析、精准施药，

既减少用药，也可以通过预判提前防范。

“仅这个果园，就配备了366套智能设备。”曹亮说，基本涵盖

了苹果种植管理的全过程，天地空一体数字化果园管理系统，能够

有效实现果园监测实时化、作业智能化、管控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给苹果产量质量的提升带来了巨大帮助，曹

亮用数据说话：“2021年，果园的优果率约50%，去年就提升至70%

以上，预计今年优果率能够达90%以上，效益大大提高。”

数字化果园好产果、产好果，作为产业链后端的苹果工厂，也

因“数字”实现跨越。

灵宝市高山果业的加工厂里，苹果排队“走上”传送带，经过清

洗、分拣、包装等多个环节后，送至仓库。丰富无数消费者餐桌的

灵宝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

质量是灵宝苹果永远绕不开的生命线，如何保证舌尖上的健康与美味，数

字化工厂里有绝招。

高山果业加工厂负责人范甜甜从生产线上拿起一个苹果介绍说，从肉眼来

看，这个苹果无论大小、色泽都没问题，吃着也酸甜可口，按照以往人工判定的

标准，属于一级果，但用小刀切开露出果核后，能够明显看到果核周边的霉斑。

“这是苹果霉心病，从果核开始，由内向外破坏果子。”范甜甜说。

“带病”的苹果人工无法识别，一旦走向餐桌，会对消费者的食用体验和品牌认

知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高山果业斥巨资引进了新的生产线。

每个经过设备的苹果，会在瞬间拍下42张“照片”，外部，分辨重量、大小、色

泽，实现果子分级；内部，智能监测酸度、糖度，还能够识别斑痕，并检测出带有霉

心病的果子。合格或不合格、一级或二级，苹果实现了智能化分拣，相较传统人工

每人每天近1000斤的分拣量，这套设备每小时工作量就接近800斤。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

讯员贺洪强）“得了这个牌子真高兴。”

1月 12日上午，在原阳县官厂镇板张

庄村，看着村党支部书记李小月郑重

地将一块红色的“好公婆”牌子挂在了

自家墙上，抱着孙子的张美园很激动。

当天，原阳县“户户有好人文明进

万家”集中挂牌仪式官厂镇分会场设

在板张庄村，集中表彰村里“好人”并

进行挂牌，和张美园一样，80多户村

民家里都多了个“红牌牌”。

不止板张庄村和官厂镇，原阳县

13个乡镇（街道）同日举办了仪式，为

近期评选出的各类“好人”的家门口挂

上醒目的牌子，全县共计15万户。

何为“好人”？范围很广，类型很

多。去年 10月开始，原阳开展了“户

户有好人”评选活动，鼓励家家选“好

人”。为了让全县群众广泛参与，该县

设置了“16+N”个好人类别，即好公

婆、好媳妇、好丈夫等 16个固定的评

选名称，对超出范围的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N”个名称进行补充评选，采取

群众自荐、相互推荐的推选方式，确保

全县家庭全覆盖。

李建立拿到的是“16个”中的“创

业好青年”。8年前，李建立回到板张

庄村开了一家主营喷雾器的科技公

司，不仅带动了 20多名老乡就业，还

持续捐款捐物。“这是家乡对咱的认

可！”李建立认真地说。

“这是对先进典型评选的大胆创

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趋向。”原阳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副县长王东发告诉记者，“户

户有好人”评选活动，弘扬了一个个凡

人善举，消除了一场场家庭隐形纠纷。

如今，原阳县争当“好人”的气氛

高涨。为进一步激发群众热情，原阳

县对评选出的好人大张旗鼓地进行宣

传，各乡镇（街道）、村（社区）注册了专

门的抖音号、视频号，原阳县委宣传部

也开通了“原阳好人”视频号发布短视

频，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故事，全面做

好宣传推广。

“我们将不断深化评选活动，努力

在全县实现‘户户有好人、家家办好

事、人人传递正能量’，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大活力！”原阳县委书记刘兵说，

“户户有好人”评选将成为原阳县探索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五星”

支部创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农

村道德体系重塑的有效途径。

原阳县举行“户户有好人”挂牌仪式

15万户群众当选“好人”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封丘县毋寺村工作队里有位好大夫

固始县徐集镇 暖心药送到老人手里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 12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决策部署，做

好春节前后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省

人社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3年春节期间“春暖农民工”服务

行动的通知》，即日起至3月在全省开

展“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主要包

括七项举措：做好关怀暖心服务，深

入基层一线，因地制宜开展走访慰问

农民工活动；做好交通出行服务；做

好就业培训服务；做好健康监测服

务；做好文化活动服务；做好权益保

障服务，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

“快立、快调、快审、快结”长效机制，

积极推行“劳动维权+就业帮扶”工作

模式，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

民工”活动；做好关爱帮扶服务，及时

为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发放失业

保险待遇，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农民工

提供社会救助。开展留守老年人探

访关爱，对于有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及时提供相应

帮扶措施。

我省开展春节期间
“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䦆

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1月12日，尉氏县的文艺志愿者在两湖街道小东门村和小朋友一起开展以“兔”“福”等为主题的剪纸活动，迎接新春，
传承剪纸非遗文化。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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