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镇镇程堂村

小葡萄种出大文章
本报讯 时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季

节。在沙镇镇程堂村的一处葡萄园里，紫
黑色的藤稔葡萄挂满了枝头，饱满的结
实，散发出阵阵清香，格外诱人。果农们正
拿着钳子小心翼翼地采摘葡萄，享受着丰
收带来的喜悦。

近年来，那沙镇镇程堂村积极打造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大做葡萄文章，家
家户户都种植葡萄，逐步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葡萄村”。葡萄种植让程堂村村民尝到
了甜头，村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沙镇镇村支部书记董西发告诉记者，
今年的葡萄挂果率比较高，果农种的葡萄
都获得了好收成。目前市场批发价是每公
斤大约六元左右元，按照这个价格计算，
每家全年种植葡萄收入可达 5万元。

据了解，在通常情况下，葡萄一年只
结一次果。但是程堂村的果农们在种植的
实践中积极创新，成功引进了“一年两熟
葡萄栽培技术”，提高了葡萄年产量。同时
还大力发展葡萄品种多样化种植，不断适
应市场需求。葡萄种植成为了程堂村的支
柱产业。这几年,果农送孩子们上大学，都
是依靠种植葡萄、种植西红柿的收入供养
他们，没有向别人借过一分钱，家里的生
活也过得比较幸福。目前，程堂村全村葡
萄种植面积达到 50多亩，平均亩产达
3000斤，亩均纯收入高达 25000元。

(本报记者李可新通讯员 宋晓明）

现场新闻

嘉明经济开发区

建设绿色嘉明优化发展环境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十八大文

件精神，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紧紧围
绕绿色生态嘉明搞建设，进一步优
化园区发展环境，提升辖区承载能
力，促进园区又好又快发展。

开发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积极组织开展绿色园区工程，
对开发区五条主干道全面覆盖植被

乔木，覆盖 3个村庄，总绿化面积 5
万余平方米，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
活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着力
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切实
做到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生态文
明”，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打造
工业新城区，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彭凯
特约记者 张志磊通讯员随红敏）

■ 责编/版式 李可新
■ 校 对 张 珊 7 2014年7月14日基层

侯营镇

吹响征兵宣传“集结号”
本报讯 为做好夏季征兵工作，

进一步激发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
的参军热情，连日来，侯营镇采取多
种形式，吹响征兵宣传“集结号”，努
力营造“依法服兵役，参军报祖国”
的浓厚氛围。目前，全镇征兵宣传工
作正在有步骤、有层次开展中，广大
青年应征入伍的意愿积极强烈。

进村入户宣传。结合当前正在
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要求所有的包村干部和村两委
干部进村入户向老百姓宣传当兵保
家卫国的重要意义，耐心细致讲解
征兵网上报名的流程等内容。对适

龄青年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一
对一沟通，帮助分析“政治账、经济
账、成长账、前途账”，鼓励他们响应
国家号召应征入伍。通过横幅、村级
广播、宣传车进行宣传。通过在村庄
张贴标语、出动宣传车、在集贸市场
设立宣传服务点等形式宣传征兵政
策、入伍后的提干条件和退役安置
政策等；同时在人员密集场所及各
村发放征兵宣传手册，力求覆盖广、
力度强，营造浓厚的征兵工作氛围，
动员莘莘学子携笔从戎，有志青年
报效国家。
（本报记者 刘颖 通讯员魏璇璇）

敬老院里“穿针”忙
特约记者 李学贵

“大娘，我来帮您缝吧！”
“闺女，这点儿小活儿俺愿意自

己来，你只要帮我穿针就好！”
7月 7日上午，郑家镇民政所长

李雪芝走进镇中心敬老院院民杜秀
英老人的房间时，老人正在缝自己开
了线的短袖。李雪芝没有抢过老人的
衣服来缝，而是接过针、穿好线又递
给了老人，然后索性在老人身边坐下
来唠起了嗑。

“大娘，你看，咱院里的服务员小
张、小李都很勤快，脾气也好，以后这
样的活儿你可以主动找她们。”

“闺女，还是那句话，这点儿小活
儿俺愿意自己来。你瞧，这些年，咱敬
老院里啥都替老人想到了，俺天天高
兴，做这点小事情就当是让你们少忙
活一点吧。”

“大娘，你不是喜欢看戏曲频道
吗？我帮你播到戏曲频道吧。”望见正
打开在新闻频道的电视，李雪芝拿起
了遥控器。

“不用，不用啊。闺女，你不知道，
大娘现在也喜欢听新闻了呢，虽然有
些也听不懂。这一来呀，是因为敬老
院里有了文艺队，我们天天凑在一块
儿唱，过瘾啦。二来嘛，就是因为日子
过得好，所以也关心起国家大事来
啦。”

“大娘，你对咱们的伙食有什么
意见？”

“咱们这里的伙食三天两头改
善，像什么排骨、鸡蛋、肉啊啥东西也
不缺，还盼啥？”老人将老花镜摘下
来，对着李雪芝一字一句地说起来。

等老人缝好衣服，李雪芝起身离
开了房间。她若有所思地告诉记者：

“如果是我帮她缝，可能五分钟用不
了。她选择自己缝，虽然用了十五分
钟，但她是快乐的，所以我尊重她的
意见，这十五分钟里，我与她聊天，她
肯定也很开心。其实，我走进老人房
间属于近期开展的民政工作人员‘穿
针行’活动的一部分。啥叫‘穿针行’？
就是为了让民政工作做得更好，我们
几名干部职工像穿针一样，分别与优
抚对象、五保老人、低保户等结成对
子，定期进门入户倾听他们的心声，
很受欢迎呢……”

眼见天近中午，笔者与眼前这位
女所长握手告别，此时夏日的阳光暖
暖地照着敬老院里的一花一木，耳边
不时传来老人们爽朗的笑声。

张炉集镇
开展“7.11”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纪念第 25个“世
界人口日”的到来，张炉集镇近
日开展了主题为“世界人口日 、
人人有贡献”，“7.11”世界人口
日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活动。

利用集市向过往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宣传计生法律法规、
生殖健康知识；悬挂世界人口
日宣传横幅、设立图板，为活动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向群众
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300多份，
发放计划生育法规、条例、育龄

妇女自我保健等宣传资料 400
余份；开展计生办证、生殖健
康、优生优育咨询为主要内容
的健康指导和咨询，为群众测
量血压等服务。

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加深了广大群众对世界人口日
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提高
了广大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
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本报记者杜宁通讯员张正全）

“鲁西粮王”王玉章的丰产法宝
本报记者 杜宁特约记者赵守军

“今年，附近群众的小麦亩产
1000多斤，而我的小麦亩产达到了
1250斤。尽管遭遇了一些旱情，但
经过科学管理，还是获得了大丰
收。”堂邑镇南街村种粮大户王玉章
满脸喜悦地说，今年他种植的 170
亩小麦，由于科学种植，用工少、投
入少、成本低、粮食品质好，种粮经
济效益明显比其他农户高。

耕种管收机械化轻松
“现在种庄稼再不能还像过去

那样靠手抬肩扛，必须采用新设备、
新技术，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王
玉章说，先后筹资 40多万元购置大
中型机械和配套设备。现在，粮食生
产中耕地、种地、浇水、喷药、收获机
械作业率达到 100%。

“今年春上，眼瞅着小麦病虫期
到了，但老办法防治慢得让人心急，
就赶紧买了台机械喷药机，心里才
算安稳下来。”王玉章说，人工喷药
从早忙到晚，充其量能喷 10亩地，
又苦又累效率还低，如今对机械喷
药机来说我这 100多亩地两个小时
就完事。

除效率高外，这个机器雾化性
能还很强，能有效提高防治效果。而
且它适用于各种农作物，特别是在
天热的季节或者作物茎秆较高时，
人工喷药不便利、不安全，它的优势
便能更好地体现出来。“一亩地才
５ 毛钱的汽油钱，比雇人划算多
了。”王玉章说。

种植管理科学化高产

在收割后的农田里，看到覆盖
着层层打碎的小麦秸秆，一行行健
壮的玉米苗从中钻出，长势良好。

“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中有机
质含量，逐步培肥地力改良土质，把
无用的东西变废为宝。”王玉章说，
他的小麦能有如此好的收成，主要
得益于种植管理的科学化。

“过去常说肥多粮多、投入多产
出多，现在是测土配方施肥，按照土
壤结构、肥力特点以及作物需求精
确施肥，满足农作物生长对各类营
养物质的需求，这样既可增加肥料
的有效投入，也能减少化肥在土壤
中的流失。”王玉章说，选用优良品
种也很重要，主要选择抗冻耐旱、优
质高产稳产的优良品种进行多样化

种植，把好庄稼丰收第一道关；同
时，为利于作物通风、透光，农场积
极运用窄行种植技术；配备专业设
备加强气象病虫害监测，根据气候
变化和作物生长的不同环节，采用
无公害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从源
头上防止各种病虫害发生。

“按老经验种植，管理不科学，
啥时间该干啥没拿捏准，造成小麦
的产量不高也在情理之中。”王玉章
说。

软硬设施标准化赚钱
在王玉章的承包地中间有一个

偌大院子里，走进院子看到办公区、
仓储区、农机区等设施样样俱全、井
然有序。

“这是我聘请专家高水准规划

设计，建成的标准化农用综合管理
设施。”王玉章说，农场设有办公室、
检测室、化验室，建有晒场、粮仓、农
资仓库，以及农机大棚、维修检测车
间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化管理
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
提高粮食的品质。

另外，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
设，对种植区域内的农田水利设施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全面提高抗灾
减灾能力。

专业、科学的种植模式，吸引周
边很多客商纷纷上门洽谈业务，最
终农场与新星集团雪莲面粉厂签订
了长期销售合同，这让王玉章对今
后农场的发展信心满怀。

6月 28日，沙镇镇高科优质种苗繁育种业合作社员工在日光温室大棚里查看钵盘以色列番茄苗长

势。今年，该镇将推广移栽钵盘番茄苗 5．5万亩。使用这种移栽法，可使亩均效益增加 1000元。

通讯员 胡学燕 摄

新区街道

做好暑期学生安全工作
本报讯 为加强暑期学生

安全管理，新区街道高度重视，
精心部署暑期学生安全管理工
作，确保辖区内学生暑期安全
无事故。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学生
安全意识。在辖区内利用宣传
栏、电子屏等宣传预防溺水、防
火、交通、食品安全等安全方面
知识，提高学生和家长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的能力。

加强巡逻，排查安全隐患。

新区街道综治办、安监办、等部
门联合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活
动。

提供暑期学习、娱乐场所。
充分利用社区农家书屋、电子
阅览室等场所，为学生提供安
全的学习、娱乐环境，特别是留
守学生，既确保了学生安全，又
为学生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
台。 （本报记者李可新

通讯员由瑞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