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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深读

建绿色伏牛 造生态屏障
汝州市陵头镇种竹植树播幸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于乐乐 文图

义务植树

陵头镇地处伏牛山区，
因宋代赵廷美陵墓建于此
而得名。
1972 年，陵头前户村
发现了西周古墓群，出土了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和成组
的器物。此后，陵头杨寨遗
址出土了距今 4500 余年
的石器、陶器、骨器等，宋代
魏悼园则始建于公元 999
年……
去冬今春以来，陵头镇
以改善人居环境，绿化、美
化村寨为“抓手”，助推全域
生态旅游发展，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夯实乡村
振兴的经济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该镇党委、政府在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下
沉”一线，抓时节，同心戮力
推进荒山造林，种植优质林
果，改善人居环境，在汝州
北部山区建起生态屏障，助
力汝州山水宜居绿城建设。

荒山披绿装

10 万株竹子
建起 10 里绿竹长廊
今年 3 月以来，汝州市陵
头镇洗耳河沿线的段子铺、朱
沟 、黄 岭 三 个 村 忙 起 来 了 ，
6000 名老少爷们儿在镇村干
部的带领下，投入了陵头镇
“东
部景观带”
项目建设工作。
“东部
景观带”项目包括以 10 万棵绿
竹建起 10 里绿竹长廊，以深挖
洗耳河沿线三个村庄的文化底
蕴，修缮保护古村古道，利用现
有农耕旧居等资源，
开发仿古街
道，重点发展乡村旅游，进而为
汝州市发展全域旅游打基础。
为了建好“东部景观带”的
10 里绿竹长廊，陵头镇多方协
调从江苏购买了优质绿竹，聘
请技术人员，从栽植、浇水等方
面，为村民作技术指导。段子
铺、朱沟、黄岭几个村也都铆足
了劲，党员干部、志愿群众、贫
困户等齐上阵，在前期平整后
的道路两旁，按照技术人员要
求，挖坑、放竹、扶正、培土、浇
水、搭支架。
按照 1 平方米 20 株、地下
埋根 20 厘米、距地 1.2 米搭建
固定支架等标准，竹子种植技
术负责人张运有等技术员严格

指导村民按要求推进种植工
作。
“ 这 10 万株竹子，品质高，
是从江苏宿迁买回来的。”张运
有说，如果成活率上不去，他心
里也过不去，毕竟种下的是一
份责任，
也是一份信任。
竹子喜水，为了确保成活
率，陵头镇给段子铺、朱沟、黄
岭三个村分配了洒水车，每日
漫灌一次，喷水两次。近段时
间，陵头镇党委书记韩增群，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宋晓宇几乎
每天都要赶到现场查看绿竹栽
植情况，发现问题即毫不客气
地指出，并批评相关责任人，要
求即刻整改落实到位，全力保
证绿竹的栽植成活率。
经过不懈努力，段子铺、朱
沟、黄岭三个村 10 万株绿竹在
原 G207 道路两旁“扎根”，10
里绿竹长廊随风摇曳，给伏牛
山区平添了江南美景，为改善
伏牛山区人居环境增添一抹
绿，
增添了一道绿色的风景线。

20 万棵侧柏
为 7000 亩荒山披绿装
3 月 3 日上午，陵头镇植树
造林大户徐全周接受了镇里要
求加快推进酸枣岭、椿树岭、汤

梨山等荒山造林绿化任务后，
30 万棵花椒树苗
便赶到位于黄岭村北部的酸枣
岭。现场查勘了挖机上山挖坑
植下产业发展“摇钱树”
种树路线后，拨通了挖机司机
的电话。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
在此之前，参加种植侧柏
础。2019 年，陵头镇种植了 25
的黄岭村村民戴着口罩，扛着
万棵、3000 多亩优质花椒。经
铁锨、锄头和树苗，已经沿着山
过精心管护，这些花椒树苗长
路到达了植树地点。黄岭村党
势喜人，被村民们称为“摇钱
支部书记赵振强一边带头植
树”。为了进一步扩大花椒市
树，
一边督促大家栽树、浇水。
场份额，增加农民收益，新年伊
近段时间以来，年近花甲
始，陵头镇沙古堆村经过研究，
的赵振强很忙，不仅要按照镇
又从外地购买了 50000 多棵花
党委、政府的要求，加快推进
椒、软籽石榴等优质林果苗，壮
“10 里绿竹长廊”黄岭段的栽
大致富产业。
植工作，还要督促种植侧柏，绿
3 月 10 日，沙古堆村村民
化荒山。
“ 只要能造福后代，出
在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的带领
多大力都不算啥。”说着，赵振
下，早早地来到花椒基地。当
强又拿起手机，挨个向村组干
天，全村人一鼓作气，完成了最
部了解绿竹栽植和侧柏种植推
后一批花椒、软籽石榴树苗的
进情况。
种植工作。至此，该村达成了
让荒山尽快披上绿装不仅
30 万株花椒树苗的种植目标。
是陵头人奋力而为的事儿，
也是
“我们是小炉匠打铡刀
120 万汝州人的心愿。3 月 12
——做大活。”朱建军说，花椒、
日植树节当天，汝州市商务局、 软籽石榴优质林果种植是村集
环保局等多家市直委局组织了
体的重点产业和集体经济项
义务植树活动，
在陵头镇义务植
目。村里有能力干这些大事
树点挥锹铲土，
播撒新绿。
儿，是因为有镇里和专家团队
据了解，面对经济下行、疫
的支持，等到果实成熟时，这些
情防控等困难，陵头镇在汝州 “摇钱树”就可以让村集体获得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红利。
汝州市林业局的指导支持下，
近些日子，陵头镇梅庄村
不等不靠，攻坚克难，全方位推
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寇寨村
进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工作。一
北的天河农庄也没闲着，经过
是号召辖区企业捐赠苗木，解
辛勤劳作，新种植的 500 多亩
决树苗来源问题。二是通过做
软籽石榴树苗，已迎着山风，舒
工作，号召村民无偿提供土地， 展开了嫩叶。
支持荒山造林工作。三是增强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
种植大户的信心，促使 3 个种
础。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
树大户主动与镇里对接，实现
问题的前提。”陵头镇党委书记
包栽、包活、包管护。四是种植
韩增群说，陵头镇在脱贫攻坚，
的树木无偿划给村民，给村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注重将
确权、颁证。村民可抵押贷款， 全域生态旅游发展融入国土绿
增加收益。
化，
以种植优质林果业为实施乡
陵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村振兴打好产业发展基础。这
宋晓宇说，这些做法调动了村
样，既绿化、美化了人居环境和
组干部和村民的种树积极性， 荒山，
也拓宽了村民和村集体经
去冬今春以来，陵头镇共植树
济增收的渠道。韩增群认为：
发
造林 7000 多亩，其中，荒山造
展乡村产业要“姓农、立农”，让
林 2500 多 亩 ，种 植 优 质 林 果
农民有活儿干，有钱赚，才能真
3500 多亩，
其他林 1000 多亩。 正实现
“兴农”
的美好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