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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对320省道与镇区连接线上的
护路林进行了整修，今天公路两侧安装
了路灯，到了晚上，人们在路灯下或散
步、或说笑、或跳舞，和城里没啥两
样。”2月25日，夏邑县马头镇供电所职
工赵杰指着路灯下的行人高兴地说。

近年来，马头镇围绕产业强、生态
美、镇风优、社会稳、生活富的目标，
结合镇村实情，强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生
活质量持续提升。

抢抓机遇，建设产业强镇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
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我的扶贫车
间安排30多名贫困人口，不仅使他们稳
定脱了贫，而且致了富，2020年实现产
值1000多万元，镇里出台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政策，坚定了我在家乡发展木材
加工的信心和决心。”刚从马头镇第三届

“双创标兵”表彰大会上领奖归来的马头
镇司庄村金士祥木业有限公司经理司高
旗动情地说。

马头镇抓住“夏邑何首乌”国标农
产品机遇，围绕何首乌等中药材产业延
链、补链、锻链，规划建设3000亩夏邑

中药材产业园，主要领导挂帅，主要精
力推动，专门班子服务，高精技术指
导，坚持“你来返乡创业，我来服务
一切”的理念，落实“你为家乡献
计，我为马头尽力”的机制，进一步
做大做强该镇的主导产业。投资单
位、建设单位和镇政府加强统筹协
调、协同配合，按照规划，加强领
导，快速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将特色
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

创新发展，建设美丽乡村

“孝善文化墙栩栩如生，足球场绿草
成荫，人们悠闲地在一字排开的健身器材
上锻炼，再看看林荫道下棋迷楚汉之争、
跳着广场舞的大妈脸上的笑容，呈现在人
们面前的是一幅幸福美丽的画卷。”在马
头文化广场打着太极拳的退休干部蔡圣
英幸福地说。

为整治和改善人居环境，马头镇分

南北两个战区，镇党委书记、镇长分别
担任两个战区指挥长，清扫路面路肩，
清除垃圾死角，清运陈旧垃圾，迅速掀
起第一季度环境整治高潮。该镇实行网
格化管理，定岗、定员、定责，镇党委
书记、镇长白天深入到村督导，查看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查看党员干部作用发
挥情况；晚上召开调度会，对落实不
力、整治不力、效果不好的村进行问
责。镇政府针对人居环境整治的短板，
制订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专项领导
组和督导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工作格局。截至目前， 已打造葛大
庄、北刘楼等人居环境示范村 11 个，
租赁挖机整修美化路肩 30 公里，形成
绿树成荫、药丰人乐、环境优美、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马头模式。

用活人才，建设富裕乡镇

“只要深入群众，情系百姓，在农村

工作中经风雨、长本领、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就能见到彩虹，成为马头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用人才。”2 月 22 日，夏邑
县中药材协会会长、马头镇北刘楼村
委会主任刘守华在该镇第一季度“逐
村观摩、整镇推进”观摩会上说。

该镇大力实施人才强镇战略，强
力聚集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作
用，以产业强镇创建促进产业振兴，
以产业振兴、提高群众富足感为重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环境提升、提
高人民满意度为重点，全面整治人居
环境；以移风易俗、增强村民幸福感
为重点，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
作风转变、提高公众安全感为重点，
全面提升治理能力。

该镇还把“马上办抓落实”作为
工作基本遵循，以“今天事今天办”
作为服务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机
制，用活用好“三·五”基层工作日
制度，持续健全“12345”马上办便民
服务热线体系，转变工作作风，密切
干群关系；扎实做好村“两委”换届
工作，聚集民意、选优配强村“两
委”成员，以高素质干部示范带动高
素质群众，以高质量人才全力保障高质
量发展。

夏邑县马头镇夏邑县马头镇

村美民富产业强村美民富产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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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张 哲）“我在机关办公室工
作多年，长期伏案加上熬夜，导致颈肩腰不适、膝盖僵硬、头疼失
眠等。我坚持站桩，练习健身气功两个月，关节疼痛不但减轻
了，就连胃口和睡眠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改善。”2月28日，在民权
县少林内劲一指禅馆锻炼的韩丛峰激动地说。

据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民权县武术协会、精英
中学、精英武术健身总汇联合县电视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民权在线网，通过抖音、钉钉、公众号等多种新媒体形式，开
展了春节全民健身抗击疫情系列活动，并采用小程序打卡、撰
写练功心得等多种形式，互相勉励监督，掀起了锻炼的热潮。
今年春节期间，河南省武术协会副会长、少林内劲一指禅传人
张胜利通过抖音，每天两场，向民权县内外广大武术爱好者传
播少林内功，在线答疑解惑。

春节前夕，民权籍在读博士生、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
师张欣欣，利用难得的返乡机会，反哺家乡。她组织了线上线
下多种活动，向家乡人传授八段锦等健身功法。她在网上开通
公益线上教学，义务传播传统武术，面向不同年龄、不同身体
状况的社会公众进行线上授课，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居家锻炼。

张欣欣告诉记者：“这场疫情告诫大家，好的身体对一个人
是多么的重要，我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更多的人提高自
身身体素质。”

民权

线上健身居家锻炼“热”起来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春雨贵如油。2月 28日，记者从
市气象台获悉，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雪）作业的共同作
用下，我市普降雨（雪），有利于小麦返青拔节。

据介绍，2月24日以来，我市出现了两次降水过程，截至
2月28日1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26.6毫米，无积雪。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科负责人说：“我市小麦已进入返青
期，前期全市大部分地块墒情基本适宜，但部分砂土地块出
现旱象，此次降雨雪可以踏实土壤，补充土壤墒情，温度降
低可抑制红蜘蛛等虫卵孵化，抑制杂草生长，减轻春季病虫
草害的发生程度。”

市农业专家建议，降雨雪过后，在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应及
时进行化学除草，一定要在小麦拔节前完成除草作业。春季是
小麦病虫害多发频发的时期，也是防治的关键时期，此次降雨
雪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小麦田间湿度，有利于纹枯病等根部病害
发生，如果后期气温回升较快，虫口数量也会短时间猛增，应选
择对路农药，准备药械，提前做好病虫害防控准备。

市农业专家建议

科学做好春季麦田管理工作

“今年认证方法和往年不一样了，俺正
要去村室排队认证，孩子告诉俺，村里几个
卧床不起的老人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认证，
不用来回跑了。开始俺还不相信，孩子几分
钟就给俺认证好了，真方便！”2 月 27 日，
用手机完成认证的民权县程庄镇丁坡村村民
户李氏感慨不已。

“往年认证的时候，村民都在村室排长
队，今年好了，实行网上认证，手机登录河
南社保APP就能操作完成，简单、快捷、方
便，省了不少功夫。” 说起线上认证，老颜
集乡陈庄村党支部书记陈勇夸赞不绝。

一提到要集中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
证，林七乡杨堂村村民王国兰老太太就开始
发愁，老太太 81岁了，随女儿、女婿在新
疆居住。往年为了认证都要专程回来，不但
路途遥远，有时候还因为买不到合适的车
票，错过集中认证的时间。但是今年不一样
了，由于开通了网上资格认证，用一部手机
就能搞定。王国兰在电话里说，“这个法让
我再也不用来回跑了，省钱省力，还省心”。

据了解，民权县为推进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开展，该
县人社局积极组织业务经办人员深入各乡
（镇、街道）广泛宣传河南社保APP线上认
证的重大意义及操作流程，提高群众知晓度
参与度。同时，对行动不便且不会使用手机
的人员提供上门认证服务，切实将“人社直
通车”开到老百姓家里，把便民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

该县人社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主任金守丽介绍，河南
社保APP线上认证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集中认证方式，不仅节
约认证成本、提高认证效率、加强认证准确性，保障了社保
基金安全运行，而且通过在线自助认证、他人帮助认证、上
门服务认证的方式，群众只需在认证界面摇摇头、眨眨眼、
张张嘴即可进行人脸识别，足不出户就能轻松完成认证。截
至目前，该县已完成城乡居民养老资格认证121554人，完成
认证率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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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岳迎迎）人勤春来早，春
耕正当时。2月25日，睢阳区娄店乡境内的麦田里、芦笋基地
里、温室大棚里，到处都是农民忙碌的身影，轰鸣的农机具穿
梭在田间，呈现出一派春耕备播好风光。

“这3亩芦笋现在封上沟，清明节前后就能挖了。”正在田
间封芦笋沟的娄店乡大孙庄村村民杨献礼告诉记者，“挨边这
2亩地是今年刚种的新笋，封上沟20天就能挖鲜笋。”

麦田里同样忙碌的农民们正忙着为小麦灌溉、追肥、除
草，为确保小麦稳产丰收奠定基础。常庄 100余座温室大棚
中，已经孕育出郁郁葱葱的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特色种
植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好门路。

一年之计在于春。连日来，娄店乡党委、乡政府以产业兴
旺为目标，早谋划、早动员，一方面组织邀请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为春耕生产提供农技服务，帮助农民解决西瓜、芦
笋、辣椒等农作物种植难题，坚定农民生产信心，积极引导农
民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为春耕生产打好基础；另一方面，积极
疏通农资销售渠道，对辖区内农资经营门店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春耕期间农资供应不断档、不抬价、不掺假。目前，全乡农
业生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呈现出农村进步、农业发展的良好
势头。

睢阳区娄店乡

春耕备播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吕美华 沙 海）“以前
过元宵节，就是在家里吃顿饺子。今年真不一样，这么
多老姊妹聚在一起，包饺子、唠家常，特别高兴。”2
月 26日，在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宜兴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71岁的孟玉环老人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开心地说。

孟玉环的一对儿女都在虞城工作，平时比较忙，
再加上今年元宵节未逢双休日，于是她和老伴合计着
中午凑合吃点。没想到，当天上午社区志愿者来到她
家，邀请她到社区参加“饺子宴”活动，让她感到非
常温暖。

据了解，为引导群众移风易俗过元宵，文明新风庆
佳节，倡导“孝老、敬老、爱老、尊老、助老”的孝道
文化，宜兴社区于元宵节当天，组织开展“关爱空巢老
人，共庆元宵佳节”主题活动。一大早，志愿者们就去
农贸市场买好了食材。随着 20多位老人的陆续到来，
大家各负其责，开始忙活起来，揉面、擀皮、包馅……
动作娴熟，热情高涨。老人们和志愿者一起，边拉家常
边包饺子，还时不时交流包饺子的方法和技巧，现场欢
声笑语，其乐融融。不一会儿，成盘的饺子就端上了
桌，猪肉大葱馅、韭菜鸡蛋馅、牛肉洋葱馅……满足了
老人们不同口味的需求。

“这些老人有的是子女不在身边，有的是孤寡一
人，无人照顾、非常寂寞，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特意
组织了这次活动。一碗饺子对于我们来说微不足道，但
在元宵佳节，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却倍感温暖。”宜兴社
区党支部书记梁卫红表示，这样的爱心活动他们将持续
开展下去，让社区更加温暖、和谐。

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

元宵佳节包饺子
温暖空巢老人心

图①：2月27日，夏
邑县北岭镇仇庄村村民
在管理黄瓜。该镇高效
农业园区近千亩黄瓜喜
获丰收，并以每斤4元
的价格畅销上海、武
汉、南京等城市。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图②：2月26日，虞
城县田庙乡石庄村村民
在牛棚中铲料喂牛。近
年来，该村大力发展肉
牛养殖产业，通过公司
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的
方式保障销路，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图③：2月27日，民
权县孙六镇孙北村村民
在大田对小麦中耕管
理。据了解，春节过
后，该镇立足实际，在
指导群众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组织群众全面
开展春种春播、果树修
剪、农田水利建设等农
业生产活动，力争牛年
有个好收成。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2月27日，“博爱·南街村”2021年第二期爱心助困
行动在商丘古城中山大街南街村（商丘）食品销售有限
公司门前举行。商丘市博爱联合会携手南街村商丘公
司为10个困难家庭准备了面粉、食用油、豆奶粉等慰
问品。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博爱南街村爱心助困行动
的第二期，旨在唤起更多的企业参与公益，让社会更加
温暖和谐。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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