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振魁作品获金奖
本报讯 昨日从市委宣传部传

来消息， 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举办了
诗歌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高振魁创
作的诗歌作品《中华民族抗日精神
赞》获得金奖。

高振魁现任邢台市委对外宣传办
公室副主任，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
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河北省作
家协会会员。 在此次征集评选活动中
获得“当代爱国诗人”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麻国栋）

河北农民“创客”土里掘金
带动 3万农户增收 10亿元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30 日电
（记者曹国厂） 地处华北平原南部
的河北省隆尧县是传统农业大
县。 这个县大力推进特色农业示
范园区建设，涌现出万余名农民“创
客”， 带动 3 万农户农民年均增收
10亿元。

隆尧县莲子镇任村农民武晓兵
3 年前流转土地 400 多亩， 创办了
“泽阳园”家庭农场，发展特色农业
种植，种植白茄子、紫菜花、红秋
葵、彩椒等特色农产品，实现年
销售收入 2000多万元。“特色农业
潜力大，优势是高产更高效，从有限
的土地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他
说。

任村村民乔东锁说， 他将自己
的 6 亩土地流转给了泽阳园农场，
土地租金每年 6000元，他在农场打
工，一年收入 2万多元。任村村民赵
士箴说，他前两年在泽阳园打工，去
年自己跟着农场学， 试种了 5 亩白
茄子， 一季下来比普通茄子多卖了
一万多元。

在隆尧县双碑乡双碑村红沙峪
林果种植示范园，今年 3000亩核桃
喜获丰收， 示范园负责人范现军也
是当地有名的农民“创客”， 他说：
“我们注册了‘红沙峪’商标，品牌油

桃已成功进入京津鲁等地的大型超
市，林下柴鸡所产的鸡蛋进入石家庄、
邢台等地的超市和土特产门市。 周边
农户‘地租＋季节工收入’ 年可增收
350多万元，园区今年纯收入也达 560
万元。 ”

近年来， 隆尧县列出专项资金
给予农民“创客”重点扶持，截至目
前，全县已创建“怡东农牧万亩示范
园”“东尚万亩大葱种植”“泽畔千
亩莲藕种植”等 18个特色高效农业示
范园区， 形成了高效特色的规模化经
营。

隆尧县农业局局长王现军说，农
业特色高效示范园建设极大地推动了
特色农产品新技术、 新品种推广。 目
前，全县 18个农业示范园区共引进新
技术 31项，新品种 65个，带动 3 万多
户群众直接增收 10.3亿元。 他说：“现
在越来越多的种菜能手、养殖能手、园
艺能手等加入农民‘创客’行列，正在
实现着自己创业梦想。 ”

在特色农业示范园建设初见成效
的基础上， 隆尧县又在规模和产业链
上下工夫， 在全县规划了三个大型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 建设面积达到 9.1
万亩，超过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形成
集生产、加工、储藏、销售为一体的特
色农业产业化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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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娟，20年献血 163次助百余人恢复健康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30 日电

（记者曹国厂 王民）10 月 22 日下
午， 张瑞娟走进邢台市中心血站献
血，这是她 20年来第 163次献血。

河北省邢台市现年 52 岁的市
民张瑞娟， 曾经是邢台市国棉厂的
一名纺织女工。 1995年 10月，邢台
市组织各单位义务献血， 当时大家
不了解献血知识，有恐惧感，她在厂
里第一个报了名。 她说：“献血能救
人一命，这是好事。 ”半年献血间隔
期过后， 张瑞娟又主动去邢台中心
血站献了血。 在接下来的 20年间，
她捐献全血 3200 毫升、血小板 154
份，帮助一百多人恢复健康。

1996 年，张瑞娟和同厂当工人
的丈夫李建祥先后下岗。下岗后，丈
夫每月 500元工资， 她在一家物业
公司打扫卫生，每月工资 280元，一
共不足八百元的全部收入， 还要供
养大女儿上大学，小女儿上小学。即
便如此，她仍然坚持献血。

“通过献血帮别人， 救别人，我
觉得自己很健康、很幸福。 ”张瑞娟
说， 想着自己的血液在一个垂危的
病人身体里流淌，救人一命，心里就
非常开心。

正是这个朴素的信念， 成了张
瑞娟坚持献血的动力支撑。 2005年

初， 当张瑞娟得知一个月就可以献
一次成分血， 而且一次就相当于献
800 毫升全血、可以救更多人之后，
便开始每月到邢台市血站献成分
血。

如今， 张瑞娟是邢台市献血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 为了宣传无偿献
血， 邢台血站将张瑞娟的形象照片
印到了宣传页上。

今年 7月份， 张瑞娟应聘到邢
台市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饭店大门
边的架子上， 摆上了无偿献血的宣
传页，宣传页上有献血知识 ，还
有 张瑞娟的形象照片 。 9 月下
旬，邢台市血液供应趋紧 ，张瑞
娟将情况告知饭店负责人路立宏，
在两人的动员下，饭店 44名员工集
体献血。

在张瑞娟走进邢台市中心血站
第 163次献血时， 她的丈夫李建祥
也一起来到血站，量血压、验血、上
机采集血小板。当天，张瑞娟在微信
朋友圈发出献血图片， 还写下几句
话：“太棒了。 我们夫妻两个又献机
采血小板，间隔 26 天，证明我们身
体健康。 ”

受张瑞娟的影响， 她的丈夫李
建祥也已累计献血 60多次，女儿李
扬在一家旅行社做调度， 只要工作

脱得开，也经常献血，已达 1万多毫
升。走到哪里，张瑞娟就把无偿献血
宣传到哪里。多年来，在她的宣传带
动下，家人、亲友、同事、网友和当地
群众千余人无偿献血。

邢台市中心血站体采二科科长
刘建珍自 2006 年开始接触机采血
小板工作，那时她就为张瑞娟采血，
她说：“张大姐的血液血小板基数较
高，血管弹性好，非常适合捐献机采
血小板。 ”

刘建珍说， 机采血小板保存时
间短，血站一般不会留大量库存。一
旦有急诊病人需要血小板， 血站就
立即通知献血者前来捐献。“如果急
需 B 型血小板，我们最先想到的是
张大姐，她身体条件好，一般都能通
过检测， 更难得的是， 只要接到通
知，她就会欣然来。

不仅是献血，近 5年来，张瑞娟
为邢台市太行山区的老人和孩
子邮去千余件衣服。 今年春节前，
她为市里一个贫困女孩花 190 元
买了件新衣服，而她为自己买的
过年新衣裳只花了 120 元钱。 去
年底， 她给广宗县失去父母的残疾
姐弟送去新衣被 ，临走时 ，她把
兜里仅有的 100 元掏出来，塞到姐
弟俩的手里……

汇聚爱心 传递温暖
供暖临近， 家住冶金西生活区因病致残的低保

户李福合，却因家庭贫困无法交采暖费，正发愁如何
过冬。得知情况后，市热力公司工会向全体员工发出
倡议，倡议大家集众人之力，共同为李福合等家庭贫
困的弱势群体进行爱心捐款。 公司还以此次募捐采
暖费活动为契机，设立常态化“邢台热力爱心基金”，
爱心基金由公司工会负责管理，建立账册，确保每一
笔捐款的来源、去向都有记录。 (代荣立 张洁 摄)

90家农企同台亮相 瓜甜果香惹人羡
■2015中国·邢台南和首届农产品博览会昨日开幕

本报讯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
10月 30日上午，2015中国·邢台南
和首届农产品博览会正式开幕，来
自全市的 90 个展团齐聚邢州现代
农副产品国际物流中心， 他们带来
的粮、油、果、蔬绿色食品琳琅满目，
令人目不暇接。 展团展示的优质绿
色产品不仅吸引了本市的众多与会
者， 更引来了京津等外地与会者的
关注。

此次农博会由邢台市政府主
办，为期两天。 国家农产品保鲜中
心书记陈绍慧，全国城市农贸中
心联合会副会长纳绍平，国家冷
链 物流联盟秘书长刘京参加开
幕式并致辞，市政府、市农业局、市

商务局及南和县有关领导参加开幕
式。

“这个青菜新鲜， 我要两包”、
“这苹果脆甜， 给我装一箱” ……9
时 30分， 农博会场馆刚开放不久，
就不断传来市民抢购农产品的声
音。 展区内摆满了本市各地的特色
农产品，既有新鲜的果蔬，也有粮油
制品和肉类加工品。 各县市区展团
更精心布置，临城县的核桃、邢台县
的苹果、开发区的白牌烧鸡、南和县
的小米等许多优质的农产品都在农
博会上亮相。

此次农博会上， 有超过 300 种
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囊括了粮油、
果蔬及花卉、林产品、畜禽产品、水

产品和其它农副产品等 6大类农产
品，既有常见的绿色蔬菜，也有多种
新奇罕见的水果。参展的农产品、食
品在进场之前都要进行 3道安全把
关。 参展企业不仅要经过严格的资
质筛选， 食品监管部门还会对展品
进行抽查，以保证食品安全。

此次农博会充分利用了邢州现
代农副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在本市农
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召集全市
各优秀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搭建免
费平台、提供专业服务，参展商、采
购商、生产商实现零距离接触、互利
共赢， 对本市农副产品创品牌、“走
出去”有着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刘东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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