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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巨野

身边

本报巨野4月20日讯(通讯员
孔祥铭 ) 4月15日下午，我国

著名诗人、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中国诗词书画研究会会长，中纪
委原老干部局局长晨崧 (秦晓
峰)，中华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诗词世界》主编郭云，来巨野传
授诗词创作知识，并把珍藏的诗
词专著《文缘·诗意·.心声》一书
赠送给巨野县诗词分会，供巨野
县的广大诗友和诗词爱好者观
阅学习。

晨崧从中纪委老干部局长
的职位上退休后，潜心传授诗词
技艺，足迹走遍全国各地，培养
诗词新秀数十万人，可谓桃李满
天下。

据了解，在巨野期间，晨崧、
郭云等在巨野县诗词分会负责
人的陪同下，还饶有兴致地参观
考察了巨野县著名景点麒麟冢、
文庙、蚩尤墓、会盟台、屏盗碑
等。图为晨崧先生(左)与巨野诗
词分会会长张继平(右)在赠书仪
式上。

著名诗人晨崧

来巨野授课赠书

巨野交通践行群众路线，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群群众众需需要要是是我我们们工工作作的的动动力力””
本报巨野4月20日讯(通讯

员 张少华) 不断创新工作的
方式方法，提升服务群众的能
力水平，一直是巨野县交通运
输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该局积极开展交通运输与
邮政战略合作，有效整合邮政
物流的网络优势和交管所场
地、物流信息和车源信息优势，
努力打通农村物流的“最后一
公里”。

4月16日，巨野县大谢集镇

交通邮政联合便民服务站在大
谢集交管所正式挂牌营业。与
其同时，麒麟镇、太平镇交通邮
政联合便民服务站试营业，大
义镇、陶庙镇、董官屯镇、柳林
镇交通邮政合作项目正在积极
筹备。便民服务站的全面开花，
标志着交通运输与邮政的合作
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一直以来，农村物流存在
点多、线长、货物零散、运输成
本高的特点，专业物流公司望
而却步，使城区与农户之间的

“最后一公里”成为了物流业
发展的短板。为打通“最后一
公里”，巨野县在农村交通物
流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县市
的成功经验做法，结合实际情
况，积极寻找科学合理的合作
伙伴，多次与邮政部门进行协
商沟通，最终确立开展交邮合
作。

大谢集镇群众苗怀仁，种
植大蒜7亩，服务站营业当天，
他来到服务站咨询，服务人员

告诉他，不但会把需要的农资
送到田间地头，如果有需要也
可以帮助进行施肥、耕作。苗怀
仁高兴地说：“交通局干啥事我
们群众都放心，这个服务站就
是服务咱群众的。”

巨野县交通运输局运管科
科长王为战说：“交邮合作的最
终目的就是更好地服务群众，
更好地让物流方便群众，最终
这项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也
就是一句话，群众的需求就是
我们工作的动力。”

巨野县独山镇计生协会
积极协调曹海村海东渔业养
殖专业合作社，聘请省市县
渔业水产技术专家，举办黄
河甲鱼科学养殖知识，使全
村60多名留守妇女掌握了黄
河甲鱼先进的养殖管理技
术。与合作社签订了“上岗”
协议，每人月增收3000多元，
实现了互惠共赢。目前该合
作社规模迅速扩大，已投资
3500万元，开发建设精品池
塘甲鱼养殖2000亩。年利润
预计2000万元。目前，已成为
菏泽市农业龙头企业，“山东
省无公害水产品示范基地”，
带动了130户入社社员发家
致富。图为4月17日上午，曹
庄村留守育龄妇女正在腾池
放种甲鱼。 刘谓磊 摄影
报道

留留守守妇妇女女

养养起起了了黄黄河河甲甲鱼鱼

从4月份起，国医堂在线
专家黄承才博士在煤田医院
天天坐诊，特别是众多肾病患
者喜爱的贾同祥教授也改为
每周二至周六天天坐诊。

贾教授的手赛过血管造影
年前一位年过六旬的姚

姓老患者，患顽固性头痛，在
两家医院住院累计37天，CT、
磁共振，就差没做血管造影。
正在犯愁时他听到别人说，煤
田医院的中医专家真管，一个
从济宁请来的，一个从北京请
来的，三副药就见效！于是，他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煤田
医院。经贾教授望、闻、问、切
仅开了六副药，就叫他一天一

个样！老人高兴的告诉笔者：
“可以说贾教授的手赛过了血
管造影机！要不然，多花了钱，
也不一定能找出病因，可能还
延误了病情！”

贾同祥教授，自加盟煤田
医院后，他潜心对巨野当地肾
病发病情况作了全面调查，针
对巨野患者实际，和中医专家
组多次研讨，制定了整套的治
疗肾病方案，经在临床1600多
例患者的使用受到了广大患
者的赞誉。这次增加他的门诊
天数，就是为的让更多巨野中
医患者得到他的救治。

黄博士心里只有患者
“您是上火了，天渐冷了，

多喝点水，我给您开个方子，
估计三副药就好！”

“您是受寒了。看舌苔、看
脉象问题都不大，熬点鸡汤，
我给你开几副药，吃了就好！”

“您是腰椎压迫造成的，
不是腿不好……”

整整三个多小时，黄博士
一直在把脉、开药，望、闻、问、
切，别人给他递上一杯水，他
点了点头，把杯子放在了一
边，直到30多位老人全部问诊
一遍……

在返程的路上，别人问起
时，他才说他是不敢喝，怕上
厕 所 ，耽 误 了 给 老 人 们 看
病……”

行医几十年，黄博士从来
没开过大处方，最贵的药一剂
也仅需30多元，平均下来，每
剂药也就十几元，曾经有细心
的护士对黄博士每个月开的
药都进行了统计。她发现，平
均下来，每剂药还不到 2 0块
钱。

“很多人找我看病，主要
原因就是我开的药便宜。”谈
及此事，黄博士开玩笑说。深
谈起来，他又动了真情，他说
他知道一般人家看病的不易。

不仅黄博士、贾教授看病
“管用、便宜”。如今，经附院帮
扶了的煤田医院中西医结合
科，哪位专家都是个顶个管用！

国医堂在线专家黄承才、、贾同祥联袂坐诊

煤煤田田医医院院来来了了名名中中医医

贾同祥教授坐诊。

4月15日，巨野县公安局董官
屯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辖区张路口
村治安巡逻中，发现村民张某在
空宅院内非法种植罂粟86株。民
警当场将种植的罂粟全部铲除，
并依法对张某治安处罚。

通讯员 申昭彬 摄影报道

民警铲除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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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型型灌灌溉溉机机械械成成““抗抗旱旱造造墒墒””主主力力
留守老人妇女“春耕备播”工作忙

本报巨野 4月 2 0日讯 (通
讯员 张仰光 邹爱芝 ) 自
进入春季以来，受持续干旱
影 响 ，巨 野 县 1 0 0 余 万 亩 小
麦、大蒜等农作物旱情严重，
为确保“抗旱双保”及“春耕
备播”工作的顺利实施，县农
机部门在统一调度灌溉机械
进行作业。

在龙堌镇“抗旱造墒”现
场，几十台小型汽油灌溉机组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灌溉作

业，清脆的马达声响彻在田间
地头，一条条水龙带喷涌出涓
涓的流水。据一位刘姓中年妇
女介绍，近几年丈夫外出打工，
原来购置的抽水机虽然作业效
率高，但是体积庞大、笨重，安
装使用不方便，今年她和邻居
合伙购买了一套小型汽油灌溉
机组，总重量不超过150斤，她
们两个妇女就能熟练安装操作
和使用，并且利用“水龙带”进
行小面积切块式浇灌，省水、省

时、省油，特别适合“麦套棉”造
墒灌溉。

在独山镇于楼村，60多岁
的于老汉正在和儿媳用小型抽
水机浇灌麦田，当问起作业情
况时，魏老汉兴奋地说：“这款
新型小农机今年真是帮了我们
的大忙，别看它体积小、重量
轻，单独一个人浇地都能料理，
而且浇灌速度也不慢，两小时
能浇一亩地，我们家九亩地，两
三天就能浇一遍，真是又方便

又省心。”
据了解，由于外出打工的

人员较多，70%以上家庭的农活
由妇女和老人料理，大中型灌
溉设备不便于操作，农民购买
新型、小型、高科技含量抗旱农
机具的热情空前高涨，这类小
农机操作方便，能耗低、作业效
率高，一两个人就能操作使用，
并且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合理
利用，小型抗旱机械备受农民
群众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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