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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气持续晴好!收割机供

应充裕! 农机部门组织保障工作到

位!我市夏收夏种进度加快!在组织

好小麦机收的同时! 利用当前墒情

积极开展夏播! 实现了夏收夏播同

步! "记者 沈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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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口溜折射化河三夏新景观
记者岳建辉 通讯员 张长河 曹玉林

三夏时节麦香飘$ 满目金黄乐陶

陶! 昨日翻滚闪金波$今日轰隆多欢

闹! 源源不断脱粒出$收获满仓粮囤

高%%这是今年三夏期间流行在商

水县化河乡的顺口溜之一!面对金黄

的麦浪$富裕起来的农民气顺&劲足&

精神好$他们用顺口溜描绘出三夏时

节一道道靓丽的新景观!

景观一$"种田不用人动手! 收麦

不用人弯腰!只要开辆三轮车!拉上粮

食往家跑##$

三夏大会战期间$ 在化河乡大史

庄村村民史长明家$记者见他正在家

中悠闲地边喝茶边看电视! 看着记者

一脸疑惑$ 史大哥解释说'(现在收割

机越来越多$麦收都不用在地头等了$

快轮到谁家了$ 村民之间相互打个电

话$直接开车去!)正说着$他的手机响

了$隐约听到(快轮到你收割了)的声

音! 史大哥抱歉一笑$ 起身开着三轮

摩托车直奔自家麦田!

!"

分钟后$只

听到(突突突%%)一阵马达响$史大

哥就拉回一车金黄的麦粒! (现在地

里的活越来越省事了$收麦&运粮全都

实现了机械化! )

为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该乡抢抓

时机$投入大中型拖拉机
#!"

多台&跨

区作业联合收割机
$%

多台$帮助农民

收割小麦!

景观二$"秸秆浑身都是宝! 综合

利用就是好% 粉碎还田节肥水! 喂养

牛羊效益高% 沤肥种地成本少! 增产

增收还环保##$

今年$ 化河乡在秸秆禁烧工作中

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千方百计为秸秆

找出路$ 大力推广粉碎还田& 过腹还

田&腐熟沤肥$囤积出售$既减轻了禁

烧压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该乡养牛大户李全良& 养羊大户

高磊把秸秆粉碎$用玉米&大豆&发酵

剂等精饲料搅拌$ 放入池中进行生物

发酵$制成生化饲料$不但富含多种微

生物$而且味甜$牲畜爱吃$上膘快!该

技术一诞生$便在全乡迅速普及!广大

养殖户积极使用生化饲料$ 除用完自

家秸秆外$还四处购买$使昔日被白白

烧掉的麦秸成了农民致富的 (香饽

饽)! 据统计$ 今年三夏期间$ 全乡

&'%%

吨秸秆实现了就地增值$直接增

收近百万元!

景观三$盲目施肥耗钱财!营养失

衡苗遭害%土地耕播先"体检$!氮磷钾

微配方开%增收节支保环境!农民朋友

笑开怀##$

由于农民盲目施肥$ 随机施肥$

造成许多耕地 (营养不良)! 今年三

夏$化河乡把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作为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加以落

实$并成立测土配方施肥办公室全面

开展工作$为土地(体检)$ 先后采集

土样
#%

多个$检测数据
(#%

多个$发

放(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

)%%%

多个$

组织技术骨干分片包干&进村入户开

展测土配方技术培训$培训农民
$%%%

多人次!

测土配方施肥$ 成了今年化河乡

三夏播种的一大亮点$

!*$

万亩耕地经

过(体检)$吃上了(因地制宜&按需施

肥)的(营养套餐)$平均每亩耕地可节

省成本
#&

元!

三 夏 播 报

麦收超七成 夏播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张艳丽#我市加大

机收组织力度$ 麦收工作快速推进$

收获进度已经超过七成! 据市农业局

统计$截至
$

月
&

日
+,

时$全市已收

获小麦面积
,''

万亩$占小麦应收面

积的
,&-

! 淮阳收获
.//

万亩$超过

九成*太康收获
.'/

万亩 $占小麦应

收面积的
0$-

*郸城收获
))

万亩$项

城收获
0!

万亩$ 商水收获
0+

万亩$

扶沟收获
0%

万亩! 当日麦收主要集

中在郸城&太康&项城和商水!

记者昨日从市农机局了解到 $

$

月
&

日$ 全市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

/*&0

万多台 $ 其中外地收割机超过

+*%&

万台 $机收率达
))-

以上 *夏播

投入
!

万多台玉米播种机$播种玉米

!''*&/

万亩$机播率达
0,-

!

在加快麦收进度的同时$我市夏

播全面展开$各地抓住墒情较好的有

利时机$组织动员农民收获一块&夏

播一块$并做到一播就管! 据市农业

局统计$截至
$

月
&

日
+,

时$全市夏

播
&$,

万亩 $ 占计划夏播面积的

&,-

$夏播日进度
+$&

万亩! 淮阳夏

播
+%&

万亩 $ 占计划夏播面积的

0&-

*太康夏播
++,

万亩 $完成夏播

任务的近七成*沈丘夏播
$/

万亩$项

城夏播
&$

万亩$均超过五成*商水夏

播
$$

万亩 $郸城夏播
$!

万亩 $均接

近五成!

从
!%

岁开始 !

+&

年青春化

爱心!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

从蹒跚学步到懵懂少年! 她用心

灵的雨露滋润着留守儿童的心

田!数千名孩子都喊她"朱妈妈$&

她带出的学生健康'快乐!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 学校教育理念

和教学成绩在淮阳县甚至全市堪

称一流&

为了办成全乡一流的学校!

几年来! 她欠下的外债达到
+,%

多万元!被乡亲们戏称为"百万身

价$校长&

她以自己的操守! 以慈母般

的情怀!赢得了附近
$,

个村庄村

民的真心爱戴&

她说("培养孩子! 人品最重

要%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也是付

出的最好答案% $

她就是)))

留守儿童的%妈妈&朱秀霞
本报记者 王伟宏 刘彦章 周口广播电视台记者 张一鸣 王欢

在淮阳&郸城&沈丘三县交界处$有

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淮阳县冯塘

乡留守儿童学校! 这所包含幼儿园和小

学部的农村民办学校$ 全校
),'

名学生

中
0%-

以上是留守儿童! 这所充满爱的

教育乐园$

+%

多年来$ 一直被附近的父

老乡亲看作(留守孩子的天堂)!

'

月
/0

日&

&

月
/)

日&

$

月
+

日$记

者三次走进这所偏僻但充满魅力的学

校!

下课了$校园内一片欢声笑语%%

见到记者$这些学生并不怯生!儿童

的天性&纯洁的心灵&如花的笑靥&可爱

的面孔%%纯真与感动$在这个
+%

亩多

的校园里尽情流淌! 跳皮筋&拿大顶&布

包锤& 跳街舞$ 孩子们在无拘无束地嬉

戏! 看到校长走过来$便纷纷围上去$要

求记者拍照合影! 朱秀霞亲热地把孩子

们揽在身边! 刹那间$幸福和快乐$定格

在她灿烂的笑容里!

温婉&贤淑 &聪明 &灵秀 $她的慈爱

让人如沐春风$惬意而又温馨! 由养育

自己的孩子而爱上更多的孩子$这是朱

秀霞办学的起因!

+&

年悄然过去$却仅

仅只是开始! 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辛苦,

怎样的付出, 她自己并不想回忆!

一袭弱肩"呵护千家儿童#

&)

年"朱秀霞以精卫填海'春蚕吐

丝般的精神"为孩子营造着一个个温暖

的爱巢" 在为孩子遮风挡雨的同时"呵

护着孩子们的心灵天使般快乐地成长#

+)))

年$朱秀霞不足七个月的儿子

出生时只有
+*!

公斤$ 这一年她
!%

岁!

为照顾好儿子$朱秀霞辞去了郸城县铁

合金厂全民工的工作$在冯塘职高幼儿

园做起了临时工! 她说'(做了母亲$我

深深体会到$孩子在一个家庭中有多重

要!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甚至

是一家几代人的希望- )

幼儿园打工的经历$朱秀霞也被孩

子的纯真&可爱深深感染! 工作中$她注

意到$这里位置偏僻$附近七八里没有

一所正规的小学! 由于很多年轻人外出

打工$ 留守在家的孩子占了很大的比

例! 这些孩子与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一起生活! 有些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孩

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人管*有些留守

儿童上学了$爷爷奶奶天天要跑十里路

接送$十分辛苦*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普遍偏差$有娇纵&任性等坏脾气$在性

格发育方面存在隐忧! 朱秀霞经过观察

思考认为$ 这些孩子的监护人年老体

弱&文化低$他们能做的$仅仅是给孩子

煮饭&洗衣$至于如何教育孩子$根本无

从谈起!

(庄稼误误一季$孩子误误一生)! 出

于一个母亲的本能$ 朱秀霞决心在家乡

办所幼儿园$ 把这些留守在家孩子的健

康成长当做自己今后要做的唯一大事!

/%%/

年$朱秀霞在冯塘乡街上租房$

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来这里的
/%

多个

孩子全是留守儿童! 到了下半年$又有几

十个留守儿童送了过来! 由于房间不够$

她只好把幼儿园搬到了乡政府旁边一所

面积大一些的民房中! 由于对孩子照顾

周到$再加上采用的教法先进灵活$

/%%!

年下半年$朱秀霞办的幼儿园$学生一下

子激增到
/%%

多个!

/%%&

年$朱秀霞的学

校不得不再次搬迁! 而这次搬迁的地点

是乡兽医站$位置在冯塘乡陈庄行政村$

距离乡政府大院大约
+

华里!

这是一个占地
+%

亩多&废弃已久的

园子! 年久失修的瓦房破烂不堪$有的

屋顶已经塌了! 村民长期在这里取土形

成的深深浅浅的坑$下雨后留下腰深积

水! 到处疯长的一人多高的荒草中$掩

盖着断砖烂瓦和各种粪便垃圾! 只有一

个暑假的时间$运土垫坑&铲除杂草&清

理垃圾&整修房屋&拉起围墙$所有这些

事情都要朱秀霞一件一件去做! 夜以继

日$朱秀霞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累得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临开学的半个月$

她又用白灰把旧房子粉刷一遍$把屋顶

用防雨布全部钉上$这就成了孩子们最

初的教室和寝室! 而餐厅是没有的$学

生们只好在院子里露天就餐! 开学后$

由于学校的老师少$朱秀霞既当孩子们

的生活老师$ 又当孩子们的学习老师$

还要忙着准备孩子们的一日三餐! 到了

晚上$她还要给每个孩子洗脚 $照顾他

们睡觉$只能休息几个小时! 但看到孩

子们一个个甜美地进入梦乡$疲惫不堪

的朱秀霞觉得$所有的付出+++值-

/%%$

年上半年$刚刚喘口气的朱秀

霞决心改善学校的环境$让孩子们能像

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读书$ 在平坦的操场上自由自在地玩

耍$但她手里只有
/

万元!靠着东挪西

借$以及钢筋&水泥&楼板全部赊欠 $一

座
/

层
+/

间的教学楼在学校东南角

建起来了$这是她建的第一座楼房!新

教室投入使用的那天下午 $ 不堪重负

的朱秀霞口鼻流血$手脚瘫软 $口不能

言$累倒在学校的水池边!后来被公婆

用架子车拉回家$喂了一碗粥后 $才能

动弹!

/%%$

年新学年开始 $来这里读书

的孩子大部分只有三四岁大 $朱秀霞

整天像个保姆一样悉心照料着孩子

们 ! 一到晚上 $朱秀霞给
,%

多个住校

的孩子洗完脚后 $

++

点多才能休息 !

睡觉时$ 朱秀霞的腿上用纱巾绑着个

睡觉爱掉床的孩子 $ 怀里搂着个夜晚

爱哭的孩子 $ 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

觉!

农村停电是常有的事儿! 夏季酷暑

逼人$寝室里安装的电风扇不能正常工

作$孩子们怎么能安然入睡呢, 朱秀霞

和老师们就把床上的凉席一张一张地

铺到院子里$给孩子们扇着扇子 $看着

孩子们入睡! 等天快亮的时候$她和老

师们又担心孩子们着凉了$又一个接一

个地把孩子抱回寝室! 一个夏季下来$

抱着孩子多少次进进出出$她自己也说

不清楚!

/%%,

年$朱秀霞又在学校院内新盖

了
/!

间普通教室*

/%%0

年$学校新盖了
+'

间寝室*

/%+%

年$学校整理了学生餐厅*

/%+/

年$学校吸纳
+%%

多万元社会

资金$两个月时间建起了一座
!

层
&'

间

教室的标准化教学楼!

+++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啊-

连扒带盖$两个月时间- 那种紧张$

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 因为缺少资金$

朱秀霞先找到附近后老家村砖厂老板

朱庆银说'(叔$我没有现钱 $你要赊砖

给我$这房我就盖- 你要不赊$这房我就

盖不成啦- )朱老板的几个侄子都是她

的学生$对朱秀霞的为人非常了解! 他

拍着胸脯说'(闺女$你放心$叔支持你-

就是停了所有盖房户的砖$也不会停你

的- )

两年后的
/%+'

年
$

月
+

日$张舸老

师回忆建楼经历就像讲故事+++学校
0

个生活老师$全部上- 拉砖&推小车&打

柱子 &运水泥 &送混凝土 $没明没夜地

干! 夜里困了$就吹哨子&唱歌- 主体完

工后$这些女教师粉墙&刷漆$样样都干!

朱秀霞说$两个月下来 $老师们都成了

熟练建筑工人了- 还有$教师家属&孩子

们的亲戚都来这里帮忙! 生活老师阮秀

梅
$0

岁的老父亲$本来在村里泥水匠班

里打工$ 听女儿说学校建楼人手不够$

工期紧$立即辞了工来帮忙! 很多学生

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动前来帮工!

朱秀霞的公公陈家民老教师$常常几天

几夜连轴转! 建筑商韩彦华说'(这哪里

是建楼$是在拼命啊- )

在宽敞明亮的学校标准化教学楼

内$ 朱秀霞一脸灿烂却不忍回忆'(这座

楼$砖头是赊欠的$门&窗&不锈钢扶手&

防盗窗 &钢筋 &地板砖 &水泥都是赊欠

的! 有不少是第二年盖宿舍楼时又要赊

欠才还给人家- 当然$有的现在还没还!

但老板们都了解我$ 知道我不胡来$照

样支持我! )

建房&扒房&建楼$这就是朱秀霞
+%

多年来的办学经历!

学校的西南角是学生厕所$北边就

是学生宿舍! 由于没有下水道$排污问

题至今没有解决! 夏天臭气扑鼻$冬天

非常寒冷! 去年夏天$学校决定为孩子

们建设一座条件较好的宿舍楼 ! 当时

朱秀霞手里只有
!%

万元! 抱着 (竹竿

捅节 $捅一节是一节 )的心态 $朱秀霞

带领大伙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役 ! 又

是一个暑假$这幢投资
+,%

万元体量更

大& 每个房间都有厕所和洗衣机的综

合楼拔地而起 $ 其间的经历又是曲曲

折折!

地基出来了$ 一层建好了$ 建二层

时$资金跟不上了!朱秀霞欲哭无泪! 紧

急时候 $ 她向县教体局副局长张萍求

救! 张萍向淮阳县天天艺术学校校长李

小燕介绍了朱秀霞的办学事迹$请她亲

自去看看$是否借钱$自己拿主意!

(下转第七版)

图为朱秀霞照顾孩子们吃饭% "刘彦章 摄#

河南农信金燕卡

飞入寻常百姓家

心贴心的服务
手握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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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 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

有关部门$对%助考&犯罪绝不姑息

#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放流千万尾鱼苗可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确保高考中考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

我国
(*+

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