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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刘建谠

本报讯（刘起旭） 12月 7日至 9日，2018河南虞城“木兰
杯”乒乓球邀请赛在虞城举办，来自全国的 72个业余队和 12
个精英队的400多名运动员，以五场三胜制形式进行了前八名
的角逐。

本次赛事由虞城县教育体育局主办，河北羽兆锦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是目前该县举办的规模最大、参赛队最
多、水平最高的体育团体赛事。

近年来，该县以中国木兰之乡、中国钢卷尺城，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县、粮食生产先进县、绿化模范县和苹果生产先进县
为依托，大力推进体育事业，各类体育设施日趋完善，各项群
众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各类体育赛事精彩纷呈，形成了全民健
身运动浓厚氛围，多次成功举办自行车、瑜伽、乒乓球、健身
气功、武术、篮球等省级以上重大赛事，连续三年举办中、
韩、港澳台乒乓球邀请赛。去年，该县又成功举办2017年河南
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冠军赛、现代五项冠军赛、体彩环·中原
自行车公开赛，荣获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

2018河南虞城“木兰杯”
全国乒乓球邀请赛举办

时至寒冬，北风凛冽，但是虞城县黄冢乡万亩花生基
地处处人头攒动，花生加工厂里人声鼎沸、机械轰隆，一片
热火朝天的景象。“原来种花生太麻烦，从种到收都是人
工，现在每到花生收获季节，政府都会组织花生收割机、摘
果机来帮忙，还快还方便！”种植大户彭士学高兴地说。

今年，黄冢乡近 3 万亩花生又喜获丰收，总产达
3000万斤，产值近亿元，“让全乡群众看到了小花生的大

‘钱’途”。

以地域优势做大花生产业

黄冢乡位于县城南 32 公里，虞夏亳三县两市交界
处。济广高速，203、326省道贯穿境内，在该乡中心地
带形成十字黄金交叉。该乡总面积62平方公里，4.5万亩
耕地，辖 24个行政村、99个自然村、241个村民组，常
住人口 4.5万人，气候冬寒夏热、春暖秋凉、四季分明，
日照时间长，土壤透气性好，特别适合花生种植。据
悉，该乡种植花生的历史在百年以上，如今已全乡种
植，仅孔庄朱楼两个自然村种植面积就超过5000亩。

“以前就图吃个新鲜，这里种一点，那里种一点，还达
不到产量。现在随着科学技术提高，花生种植越来越产业
化了，村民都实现了整片种植，质量也提升了很多。”该乡
最大花生种植基地孔庄的村支部书记陈素勤骄傲地说。

在该乡西街村花生收购点，工人正将一袋袋花生搬
到货车上。驾驶员张师傅说：“黄冢是传统的花生种植大
乡，近两年，这边的种植面积增大，花生品种提升，口
感清甜，我这趟是往广州送。这个月，我都从这儿拉走
近10万斤新花生了。”

以精准扶贫做强花生产业

近年来，黄冢乡作为虞城县“一路”节点乡镇和虞
城产业发展的三大产业带之一，围绕虞城南部传统产业

经济圈，在虞城全县打造“生态、产业、开放”三个高
地引领下，以扶贫带动做强花生产业，以高质量发展推
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创新发展摆在全局发展的核
心位置，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重点抓好农业供给侧改
革，逐步把花生产业做强。

该乡多次召开村民小组及党员代表会，动员群众自
发进行土地流转，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动力，以发展高质
量花生种植领跑经济增长，助力扶贫攻坚。通过县农业
局和县扶贫部门的大力支持，全乡初步实现了从“零星
种植”到“规模发展”的转变，共落实花生种植面积2.8
万余亩，建成了以田黄路、虞亳路两侧片区为核心的花
生连片种植示范基地。

“自己的加上流转别人的，我今年种了 120亩花生，
又获丰收，能小发一笔财啦。”孔庄村种植大户朱家才高
兴地说。

“精准扶贫的相关机制、政策在扶贫工作中往往具有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也是黄冢乡党委、政府推进扶贫
开发的重要抓手。”黄冢乡党委书记赵锐很有感触地说，
他们顺势而为，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推动资源向花生种
植户集中，把精准扶贫优惠政策落实到种植户。

今年，该乡积极协调县农业局花生种植补贴和县扶
贫办到户增收项目，为花生种植户申请补贴，使每个贫
困户和非贫困户都能享受到每斤花生种5.4元补贴，利用
这俩项目，全乡发放花生种补贴19万元，大大减轻了花
生种植户的经济负担，提高了种植积极性。同时，还积
极对接保险部门，利用中原农险和平安保险两大保险，
出资 20多万元为全乡花生种植户购买了 3万亩花生种植
保险，切实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目前，已发放前期花生

良种补贴115万元，流转土地29760亩，全部种植优质花
生，建立了以田黄路、203省道两侧片区为中心的花生连
片种植示范基地，带动560个贫困户家庭就业增收。

“驻村工作队帮俺购买了保险，俺还怕啥，今年我种了
70多亩花生，现在已经挣回本钱了，剩下的都是赚嘞啦。”
孔庄村村民朱云登，话语间充满满足和收获的喜悦。

以花生产业带动其他产业

“我们每天能加工 4000斤花生，主要销往菏泽、单
县、亳州等地。”朱楼村村民朱家义高兴地说。记者看
到，在他约三亩地见方的花生加工厂里，倒花生的、分
捡的，还有把炒熟的花生装袋的，七八个工人又说又
笑，忙得不亦乐乎。朱家义说，村里的花生产业越做越
大，但都是生花生，不能满足市场多种类型的需要，迫
切需要一家能加工成熟花生的企业，从而既满足市场需
求，也满足花生从地头到餐桌的需要。去年，他在村

“两委”的帮助下购置了烘干机、分流机等设备，现在，
生花生进去，香喷喷的熟花生出来，远销到附近几个县
市，受到广大客户好评。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又新增了
三家花生加工点，以家庭作坊形式，成为村里花生二次
加工产业一景。

村民朱运章，以前家庭十分困难，自从进入花生加
工队伍，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一下成了村里有名的花生
加工大户。

“我们把花生脱壳后，花生秧做成饲料，用来喂牛、
喂羊。”在朱楼自然村朱昌良的流转地块里，机器轰鸣，
六七个村民捡花生、填料、打包，正干得热火朝天。“我
免费为村民进行花生脱粒，把剩下的花生秧打成饲料对
外销售。”说起脱粒厂的运营模式，朱昌良一脸自信，

“这样既节约了养殖成本，又实现了绿色养殖。”
“播种，管理，加工花生、饲料，小花生做成大产业

啦。”同村的养牛户朱昌清哈哈大笑。

黄冢乡：小花生成为脱贫致富的“金豆豆”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初冬时节，我们走进虞城县镇里堌乡镇北村马素美
家，屋内一尘不染，十分干净。

得知我们是记者，正在擦桌子的马素美的婆姐周玉玲
停下手里的活，一张嘴，就哽咽起来：“老娘躺在床上十
多年了，就靠弟媳妇一个人照顾，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想
起这事我都掉泪，没有她，我娘早不在了。”

周玉玲在外地工作，回来看娘的时间少，退了休后，
回来看娘一个月了。一个月时间里，周玉玲眼中都是弟媳
妇马素美的孝顺：“天底下的媳妇都该过来看看学学！”正
说着，马素美从里屋走了出来。54岁的马素美，衣着朴
素大方，高高个子黝黑脸庞，她微微一笑说：“照顾自家
娘不是应该的吗？”

“是应该的，但有谁能像你那样有耐心啊？”周玉玲一
边接马素美的话，一边领我们去看躺在床上的娘。一间不
足 10平方米的卧室，干干净净、气味清新，两张床床头
床尾相靠着，马素美和婆婆在一个房间睡了10年。

马素美的婆婆，10年前患上脑梗，在医院治疗一个
月，保住了命却瘫在了床。为了帮婆婆康复，没上过学的
马素美向医生咨询掌握了不少护理知识，天天给婆婆周身
按摩一遍。婆婆刚从医院回来时不能张嘴吃饭，她和丈夫
一起用针管往她嘴里推奶。“娘喜欢干净，我就一天多次
给她清洗大小便。”为了照顾方便，她决定和婆婆床挨床
睡，并每天换着花样给婆婆做饭，一勺一勺喂给她，并保
证“每天中午11点40喂娘中午饭”。

“为了给婆婆买药，你问问她身上让雨淋得有一点干
地方吗？”前来串门的邻居张喜平说。原来，马素美婆婆
躺在床上久了，今年夏天身上起了褥疮。她听说邻近乡有
专门治疗褥疮的药，就立即骑车去买。出门时有零星小
雨，她没在意，到地方后却下起瓢泼大雨。为尽快缓解婆
婆病痛，更怕中午饿着婆婆，她不顾医生劝阻，用塑料袋
包好药，冒雨在午饭前赶到了家，“跟娘躺在床上的病痛
比，我淋点雨算啥！”

“娘卧床不起，尿不湿是必需品。”为了节省开支，马
素美每隔半年从商丘批发一次尿不湿。这两年，老板每接
到她的要货电话，总会感慨一句：“你婆婆还在？”

“我是普通农民，没啥文化，只知道孝敬老人是分内
事。婆婆为养育丈夫受尽了苦，我照顾好她才觉得心里踏
实。”马素美坦然地说。

好媳妇马素美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王支援 刘春梅

“俺家胡同叫‘文明巷’，您家
胡同叫啥名？”“‘田园巷’，诗意得
很。”最近，虞城县李老家乡任王楼
村村民一见面都这样高兴地问候。

“为便于村民全员参与网格化
管理，推动乡村文明建设，树立
文明新风，促进乡村振兴，我们
结合传统文化为农村的每个小巷
取了名字，还设置了组长和组
员，名字一出，干群精神风貌为
之一新。”李老家乡党委书记刘新
学，一句话道出了以乡村文明建
设推动当前工作的感受。

近期，该村按照乡里部署，以
村容村貌综合整治为点精准切入，
以评选十星级文明户为线强力推
进，以感党恩知荣辱弘扬传统文化
为面整体激活、网格化管理、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全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整个小村红瓦白墙，

整洁干净，每条路都用小木牌标示
着名称，各胡同口都有一个木制简
易牌楼，以醒目大字写着胡同的新
名：文明巷、田园巷、明德巷、和美
巷……

“现在，没事的时候就来这看
看村规民约，这一看，才知道哪些
事能办哪些事不能办。”在村文化
广场上，文明巷村民张安全一边认
真观看村规民约一边说着感受。

该村还不断增强遵纪守法、遵
守社会公德的自觉性，以“爱心超
市”为依托，实行旬评、月定、季表
彰的办法，实施“感党恩 知荣辱”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每月农历
初六、十六、二十六，以自然村为单
位对所有农户户容检查打分，月底
汇总各户得分并上荣辱榜公示，每
季度根据各户得分情况奖励相应
积分。农户凭积分卡到村“爱心超

市”兑换物品。对连续保持前三名
的户，给予 20分积分卡奖励，增
强群众参与公益事业的荣辱感和
成就感，逐步形成邻里比、胡同
比、村村比的浓厚氛围，从而促
进乡村文明整体提升。

“进了这家门，就是这家人，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子女不孝敬
老人，天理不容。”该村新一届

“好媳妇”张红梅说，村里全面开
展普及到户的学习和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道
德修养、树立良好家风、发扬孝
道精神。10月份，经过投票，村
里 17名“好媳妇”脱颖而出，把

“感党恩、知荣辱、争做勤劳善良
人”活动推向高潮，激活了群众
参与孝善活动的主动性。

眼下，任王楼村正利用特色
产业优势，支持引导各村组全面
发挥能人、乡贤、生态、文化等
潜力，激发全体村民内生动力，
让群众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力
军、主人翁。

任王楼村：小胡同有了新名称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本报讯（刘起旭） 12月 6日，“百县千红新农人”培训首
站——虞城站开课，相关单位负责人、新媒体运营者和农村致
富带头人等60多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旨在开创社交扶贫新模式和惠农助农新措施，为
虞城县孵化区域公用品牌、培养新媒体运营人才提供高效服
务，培训课详细讲解了新农人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分析了县域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趋势、特点，介绍了当前县域新农人电商
创业方法和成功案例，探讨了县域经济商业创新模式，现场组
织学员进行微博实操运用。

“百县千红新农人”培训
虞城站开课

本报讯 （卢 幸 丽）
“要不是县医院的医生帮
俺，俺这一地甘蔗卖不这
么 快 ， 也 卖 不 上 好 价
钱。”12月10日，在猎猎
寒风中，利民镇蔡庄村贫
困户秦德良的眼角挂着泪
珠，感激地握住虞城县人

民医院驻蔡庄村第一书记肖红亚的手，一直在说“谢谢您”。
日前，秦德良通过辛勤劳动种植的8亩甘蔗喜获丰收。面

对一地又粗又高又甜的甘蔗，秦德良又喜又愁，喜的是看到自
己立志脱贫通过劳动获得了成果，愁的是靠自己一车一车拉着
到集市上卖，啥时候能卖完啊？就在这时，刚组织完“精准扶
贫爱心捐款活动”的虞城县人民医院帮扶工作队了解这一情况
后，立即决定：“帮人帮到底。”原来，今年年初，虞城县人民
医院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入户走访后，按照“一
户一策”，为秦德良制定了种植甘蔗的增收计划。

为了“帮人帮到底”的承诺，虞城县人民医院帮扶工作队
向全院职工发出了帮助贫困户秦德良卖甘蔗的倡议，并多方联
系对外推销。目前，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已帮助秦德良卖出
200多捆甘蔗。

虞城“白衣天使”

帮贫困户卖甘蔗

近期，虞城县 25 个乡镇纷纷开展以孝善为主题的
“好儿媳、好婆婆、致富能手、孝子”群众评选活动，数
万人得到孝善教育。图为该县田庙乡石庄村“做孝顺儿
女 接父母回家”孝亲模范表彰会现场。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贾 震）日前，虞城县城管局全面展开流动商贩
整治行动，有效治理了对店铺外占道经营和流动商贩店外搞促
销、躲避执法“打游击”现象。

目前，该局已出动执法人员 100余名，推行定人、定岗、
定责制，对县城重点区域反复巡查，向经营商户讲解《商丘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治理占道经营和四处“打游
击”屡禁不止现象，批评教育违法违规经营店铺 30余家，讲
解法律法规80余次，暂扣占道经营桌椅20余个、经营物品30
余个。

虞城城管

全面展开流动商贩整治

本报讯（李 超）日前，张集镇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振兴张集从我做起”万人宣誓签名活动。

当天，该镇万名党员干群庄严宣誓并在签名墙上签名，同
时表彰10名“乡村振兴张集好人”。近年来，该镇依托党的惠
民政策，围绕“人居环境大改变、社会风气大转变、乡村振兴
大聚变”思路，为实现集镇美、村庄美、家庭美目标，在脱贫
攻坚、道路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张集镇

万人宣誓签名振兴乡村

◀时至严寒，虞城
供电公司发挥属地管理
三级联动机制作用，对
辖区内输电线路按照一
线一策、一患一档、立
行立改方法，组织人员
对输电线路进行逐基逐
杆塔全面排查，发现隐
患立即整改，确保迎峰
度冬供电和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图为 12 月 10
日，该公司运维人员更
换 110 千伏孟站线 78 号
杆两处严重影响电网安
全运行的拉线。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
讯员 董立峰 摄

▶入冬以来，虞城
县抓住农闲时机，全覆
盖、多角度组织打黑扫
恶政策宣传，已出动宣
传车1500余辆次，摆放
宣传板面 260 余块，发
放宣传小册子 26000 余
本，发送宣传年历画
34000 余张，悬挂宣传
条幅 5100 余条。图为
12 月 10 日，虞城县打
黑办干警在刘集乡开展
群众普法活动。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