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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邓丹华 13303969188 平舆县 刘付明 13663966155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侯伟峰 18003969969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双河镇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近日，正阳县清源街道联合执法检查组深入辖区开展安全检查，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同时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广泛

宣传相关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⑥5

记者 李玉荣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付明 通讯
员 高盼盼）“现在来行政服务中心
办事真方便，以前不知道该去哪个
部门办理，现在直接‘一条龙’服务，
太好了。”近日，在平舆县双庙乡行
政服务中心，前来办事的村民激动
地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平舆县双庙
乡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转作风、优服务，
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标准，推动
各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有力开展，进
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

该乡创新推出“标准文本”工作
机制，办事群众只需在代办员的指

导下填写身份等信息后提交即可，
极大节省了办事时间；推行“事前辅
导”工作机制，将服务延伸到工程项
目审批最前端，窗口“首席服务官”
提前介入，对办理业务的企业进行
辅导，避免企业“来回跑”“走弯路”；
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流程，大幅
提升了审批效率。

为满足企业和群众的多样需
求，该乡在规范设置市场监管、应急
管理、综合执法、退伍军人、综合窗
口、民政事务、企业开办、跨省通办
等特色窗口的基础上，还针对特殊
人群设置老弱病残人员代办窗口，
为他们提供兜底服务。③6

双庙乡

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遂平县禇堂街道按照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工作要求，聚

焦影响公共安全的场所，加大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力度，防范化解燃气安

全风险。⑥5

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王钰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熊国森 通讯
员 崔文庚）连日来，确山县双河镇严
格按照省、市、县针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提出的要求，大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最大力度开展
整治，用“绣花功夫”提质增效。

常抓不懈，环境整治热起来。
该镇主要领导每周把全镇 24 个村
（社区）走一遍、看一遍、查一遍，发
现问题立即交办整改。党员干部每
天准时到分包路段，同群众一起清
理垃圾，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村干
部联合老党员率先垂范，主动拆除
自家破旧房屋，带动群众主动参与，

配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同
时，该镇开展拆违拆危集中攻坚行
动，对辖区废弃房屋、旱厕等全面清
除。

比学赶超，观摩点评比起来。
该镇组织开展“六美庭院”“星级文
明户”等评比活动,对好的典型积极
宣传，表先促后。目前，该镇已评出

“六美庭院”1265户、“星级文明户”
560户。

该镇通过大刀阔斧的整治，为
村民打造了一个优雅舒适的生活环
境，村民素质、乡风文明也得到了有
效提升。③6

9 月 20 日，西平县杨庄乡合水村
200多亩朝天椒进入采摘期。村民刘
梅种植的朝天椒长势喜人，几名村民
提着桶来回穿梭，有说有笑地采摘着
朝天椒。

“今年我们家种了 3亩朝天椒，除
去买苗、化肥和地膜的钱，能挣 2万多
元。”刘梅站在地头笑呵呵地说，“地里
的朝天椒苗是精挑细选的品种，全部
由合作社提供，种出的朝天椒合作社
还负责回收，今年最低收购价每斤 2.7
元，让我们这些种植户都很放心。”

“我们村土地肥沃、酸碱适中，很
适合种辣椒。2019年，我们几个村民
到山东省学习考察，引进了‘艳红杂交
819’朝天椒，刚开始只在本村种植，后
来又扩大到芦庙、权寨等乡镇（街道），
现在全县累计种植朝天椒 1600 多
亩。”忠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超

说，“从村民地里回收的新鲜朝天椒被
直接送到合作社的生产线上，经过清
洗、消毒、切割、腌制后，统一包装销往
湖南省。”

“赶紧称称，这是我今天刚摘的朝
天椒。”芦庙乡合庄村种植户赵富林载
着满满一车朝天椒开进院子，满头大
汗地对张超说。

“当天采摘、当天收购、现场结账，
省心得很。”赵富林高兴地介绍，他今
年种植了3亩朝天椒，就投资了3袋化
肥和 3000多株苗钱。目前，他家收了
1亩多地的朝天椒，已经卖了 8000多
元。

“我们明年准备去一趟北京，计划
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引进优质高产的

‘艳红杂交819’朝天椒原种进行育苗，
让群众的致富路走得更稳。”张超信心
满满地说。③6

辣椒喜丰收 映红好日子
记者 许 静 见习记者 赵永涛 通讯员 刘天鹏 文/图

“终于找到了你，救命恩人！”
9月 19日上午，伤病尚未痊愈的

上蔡县无量寺乡付刘村村民樊彦峰
在女儿和邻居的陪同下，将一面写有

“救死扶伤 医德高尚 见义勇为 舍
己救人”字样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
到上蔡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王向鹤手中。说起王向鹤从粪堆里
捡回自己一条命的事，樊彦峰的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躲避超车 他被埋在粪堆里

樊彦峰现年40多岁，由于妻子长
年卧病在床，自己无法外出打工，就
在村里流转了几十亩土地种庄稼补
贴家用。为了节省种地成本，让产出
的粮食品质更好，农闲时节他就到周
边的养殖场拉粪便。他义务帮养殖
场清理畜禽粪便，养殖场免费让他拉
走。

今年 5月 3日晚 7时 30分，樊彦
峰驾驶着载满畜禽粪便的四轮车从
城南往家赶。走到大路李集西 100
米处时，为躲避一辆从右侧超车的
电动三轮车，他猛打方向盘、踩刹
车，由于惯性，四轮车发生侧翻，他
被车斗里的粪便掩埋，瞬间失去了
知觉。

当时在现场的刘月梅、王大华告
诉笔者，看到翻车事故后，他们一边
拦人帮忙，一边拿铁锹挖粪便。樊彦
峰从粪堆里被拉出来时，已经没有了
呼吸，眼里、嘴里都是粪便。

奋不顾身 女护士实施心肺复苏

上蔡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王向鹤和丈夫刚好路过事发现
场，她让丈夫停车下去帮忙，自己
也找了把铁锹帮忙挖粪便。现场几
名好心人看到樊彦峰沾满粪便的脚
后，合力把他拉了出来。樊彦峰脸
朝 下 趴 着 ，浑 身 散 发 着 难 闻 的 气
味。

王向鹤让人把樊彦峰的身子翻
过来，用纸把樊彦峰嘴、鼻子里的
脏东西清理干净，随后给他做心肺
复苏。按了一个循环，樊彦峰有了
呼吸。王向鹤接着按，又按了两三
分钟，樊彦峰的呼吸、心跳基本恢
复。王向鹤让他平躺，防止造成二
次伤害。

与樊彦峰共同前往县城拉粪便
的同村村民张保全原是驾车跟着樊
彦峰的，由于大路李集上人多，他走
得慢。当他走到大路李集西时，发现
樊彦峰的车侧翻在地，王向鹤在给樊
彦峰做心肺复苏。樊彦峰有了呼吸
后，张保全向王向鹤要联系方式方便
日后答谢。王向鹤说救人要紧，不需
要答谢。

回归工作 立马支援郑州疫情防控

回到家中还没有洗刷完毕，王向
鹤就接到护士长的电话，说郑州疫情
防控形势吃紧，问她能不能与 3名同
事一起赶往郑州支援。

“去，几点？在哪儿集合？”来不
及喘息的她拿上两套换洗衣服赶到
上蔡县人民医院集合，当晚就与同
事一道赶到郑州封控区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
她和同事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度过
的。

恩比山重 粪堆里捡回一条命

经上蔡县一家民营医院诊断，樊
彦峰锁骨骨折、多根肋骨骨折、盆骨
粉碎性骨折、脚趾多处骨折、多处内
脏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入院就被送
进重症监护室。

经历重症监护室监护、二次转
院、多次手术，两个多月后樊彦峰才
出院回家。到家后他就委托邻居张
保全打听救命恩人。经过努力，张保
全打听到那名女护士就是上蔡县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王向鹤。9 月
19日，在自己能拄着双拐缓慢行走的
时候，樊彦峰和女儿、邻居来到上蔡
县人民医院道谢。

得知樊彦峰要来送锦旗，从来没
有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事件的王向鹤
不得不向领导说明情况。

上蔡县人民医院对王向鹤见义
勇为的事迹大加赞赏，号召全院医务
工作者学习王向鹤高尚的医德医
风。面对荣誉，王向鹤一直认为自己
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再遇到这样的事
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③6

昔日“头疼草”如今“香疙瘩”
记者 李玉荣 通讯员 李明生 文/图

眼下正是秋季收获的季节，也是
政府和群众处理庄稼秸秆最头疼的

时候。然而在正阳县,当地政府通过
创新手段，引导群众通过“云销售”，

让人人嫌弃的“头疼草”变成了“香疙
瘩”。当地村民称，现在不会出现秸
秆焚烧的情况了，秸秆处理难的现象
也不见了。

9月 20日一大早，铜钟镇村民汪
九合的儿子开着大型花生收获机到
邻村收花生。汪九合说：“昨天收了
一整天，今天还得收一天。因为我们
只要花生秸秆，收花生、脱花生壳都
免费，所以村民都愿意跟我们合作。
估计这个秋季，得忙活一阵子了。”

在王勿桥乡黄庄村魏斌草业合作
社门前，一堆刚从地里拉回来的玉米
秸秆正装车准备发往山西省。据合作
社负责人魏斌介绍，为做好玉米秸秆
回收加工利用，他购买了秸秆打梱机、
粉碎机等设备，并租用玉米收割机、脱
粒机和运输车，免费帮村民收、脱玉米，
然后把秸秆运回来加工成多种饲料通
过“云销售”卖掉，不仅自己赚了钱，而
且给村民节省了不少费用。

正阳县是农业大县，每年农忙时
节都会产生大量废弃秸秆。为综合
利用秸秆、变废为宝，近年来，正阳县
积极引导群众，先后成立新天地草业
有限公司、富民草业合作社等，扶持
公司添置秸秆加工和环保设备对秸
秆深加工，并对相关负责人开展网上
销售知识培训，帮助他们成为秸秆

“云销售”达人，让秸秆通过互联网销
往河北、山西、山东等省，成为商家争
着买的“香疙瘩”。

这种秸秆“云销售”模式，不但减
少了环境污染，让草业公司赚到了
钱，而且让群众得到了实惠。如今，
家里有闲置大型机械的农户纷纷与
草业公司合作，通过帮草业公司收
割、运输农作物获得费用。同时，一
些农户还成立运输车队，开展专业装
运秸秆业务，形成了一套企业带动、
农户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秸秆收集和
销售体系。③6

“终于找到了你，救命恩人！”
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宋永亮 文/图

张超和村民一起采摘朝天椒。⑥5

樊彦峰给救命恩人王向鹤送来锦旗和感谢信。⑥5

昔日人人嫌弃的“头疼草”如今变成了“香疙瘩”。⑥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