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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胡晓 文图

鲁山县一农场萝卜卖出凤梨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乔新强

新建的豫西革命纪念馆

本 报 平 顶 山 讯 1 月 12
日，鲁山县召开红色场馆建设
工作会议，今年该县拟以 11 个
重点老区乡镇中的重点村为
主，结合党建教育和文化室、
文化广场、村史馆建设，规划
建设一批红色文化场馆项目。
鲁山县是革命老区，具有
光荣的革命传统，
现有 11 个老
区乡（镇），217 个老区村，老区
人口 30.3 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近三分之一。为传承好红色基
因，
弘扬老区精神，
该县高度重

视红色资源的挖掘、整理，
红色
场馆、红色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成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由县
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具体
抓工作落实。此次红色文化场
馆项目建设内容有：豫西革命
纪念馆扩建、红色文化广场、董
周乡西马楼革命纪念馆、梁洼
镇南街村革命纪念馆和鹁鸽吴
村吴镜堂烈士纪念馆、辛集乡
程村整党会议旧址布展、库区
乡婆娑村红色文化室。同时，
尧山镇、赵村镇、下汤镇、瓦屋

镇、张良镇、背孜乡、观音寺乡、
四棵树乡、张店乡、让河乡、马
楼乡、露峰办事处、土门办事处
今年也将至少完成 1 到 2 处红
色文化村室或场馆建设。
据了解，鲁山县加强红色
文化场馆建设，是做好红色资
源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发扬党
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把红
色基因注入血脉、刻入灵魂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助式农家院”成就黄沟村的蜕变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雷小军 李人庆 马进伟 文图

黄沟村的特色农家院

本报平顶山讯 几番秋风
吹过，黄沟就“黄”了。放眼望
去，有浅黄，有明黄，有橘黄，
有灰黄，也有金黄，还有一点
点、一片片的火红……虽是严
冬，在这里总有自然和人间暖
意。
黄沟村地处大山腹地，是
鲁山县四棵树乡的一个行政
村。村子东西两边，两道绵延
起伏的山岗自南向北逶迤而
下，夹出了一道幽深的沟谷、
一条碧玉般的小河。小村就
依山而建，天女散花般撒落在
河两岸的沟沟湾湾。
2018 年以来，黄沟村认真
贯彻落实“两山”理念，充分发

挥村“两委”的主观能动性和
创造性，强化基层党建引领，
有效利用闲置房屋建设特色
民宿、发展休闲旅游，相继建
成了静园、雅园、慧园、耿园等
12 所“自助式农家院”，每所农
家小院可同时容纳 3-4 户家
庭、8-10 人居住。自开业以
来，一经发布，便吸引了络绎
不绝的游客，成为平顶山市乡
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
命脉，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依
托，我们从一开始就抓住这个
关键点带领村两委改变观念，
争取用最短的时间见证脱贫致
富的路子，市委周斌书记到我

们这里看到了我们以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致富的模式大加赞
赏，也让我们工作队鼓足了干
劲。我们自助农家乐项目的开
发让村集体经济得到了质的飞
跃，也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的
意识，
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近 20 万元。”黄沟村驻村
第一书记陈京玉说。
据了解，黄沟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坚持领着干、带头
干，村支书张向党勇当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驻村第一书记
陈 京 玉“ 熬 白 了 头 ”，形 成 了
“头雁效应”
“ 群 雁 活 力 ”，把
“发展特色民宿”的想法变成
了现实。
“艰难困顿处，惟见党
旗红”已成为黄沟村美丽而生
动的画卷。
“我们在乡村振兴实践
中，着力选好用好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带头人，发挥好‘关键
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打造
‘绿色家园、文明家园、生态家
园’和‘黄金沟’的发展愿景，
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
过程中，因地制宜挖掘特色，
促进乡村特色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增强游客体验，打造
特色名片，为乡村振兴开辟新
路。”平顶山市尧管局局长史
晓天说。

本 报 平 顶 山 讯 1 月 18
日，在鲁山县城东南郊的一
座冷库内，原本堆积如山的
凤梨萝卜已所剩无几，只剩
下了 20 多袋小萝卜头。
“精品萝卜在网上每件
(5 斤)卖到了 28.8 元，比凤梨
价格还高，总共卖出了 5000
多件。其他的走线下卖给了
大超市，价格也不错。虽然
是第一次试种，但除去种子、
农家肥和人工等成本，一亩
地纯收入在 8000 元以上，基
本达到了预期目标。”1994
年出生的种植大户程佳佳介
绍道。
程佳佳自称是个“新农
人”，前几年曾在鲁山县城开
了一家经营生鲜类农产品的
实体店。看到近年来网上销
售农产品火爆，于是她决定
自己创办农场，把最新鲜的
果蔬直接送达客户手中，实
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2018 年 6 月，程佳佳租
下鲁山县张店乡一处连片
80 亩的土地，成立了河南玉
尧赫成农业有限公司，决心
发展有机农业。为了改造土
壤结构，当年她仅购买农家
肥和有机菌肥，就投入了 5
万多元。
公 司 除 了 栽 种 了 30 亩
多年生的“蔬菜之王”——芦
笋外，2020 年夏收后，程佳
佳把剩下的地块大部分种上
了黑甜糯秋玉米，又试种了
10 多亩的凤梨萝卜。为了
保障农产品的有机绿色品
质，农场一直坚持人工除草，
施用农家肥和其它有机肥。
“我去年还给这些凤梨
萝卜喷洒过 2 次牛奶作为叶

面肥呢，可惜霜打次数不足，
萝卜的甜度没有达到最高
值，不过比一般的苹果还要
甜，符合要求的甜度标准。”
程佳佳说道。
程佳佳还介绍说，这种
萝卜形状就像菠萝（凤梨）一
样，不过萝卜皮和心儿都是
红褐色的，非常漂亮。凤梨
萝卜富含花青素，能延缓人
体皮肤衰老、保护视力、增强
体内免疫系统，起到防癌抗
癌的作用。凤梨萝卜甜度
高，汁多爽脆，可以像水果一
样吃，
很受现代人的喜爱。
去 年 12 月 初 萝 卜 收 获
当天，天津市一大客户在地
头拉走了 2 万多斤。除了线
上售卖一部分外，程佳佳还
和许昌市胖东来超市、平顶
山润泽园大酒店合作送货；
给新华区几个社区团购群供
货，目前符合标准的萝卜已
经售罄。
“还剩下几百斤不符合
出货要求的小萝卜头，我打
算免费送给一些给公司点赞
还转发朋友圈的朋友，扩大
一下影响面，为公司的发展
壮大多积攒些人缘。”程佳佳
说道。
程佳佳去年还承包了露
峰街道的三座冷库，总容积
1440m3，收购了一些鲁山五
里岭的硒梨、土门的冬桃、张
良的甜柿等，目前已线上卖
出 2 万 多 单（每 单 5 斤 包
装）。2021 年开春后，她还
打算在冷库旁建 2 个网络直
播间、1 个打包操作间，把直
播带货助农事业做大做强，
为乡村振兴出把力。

鲁山县对大浪河进行综合治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王永安 李东旭
本报平顶山讯 1 月 16
日，鲁山县大浪河昭平台北
干渠至入河口水生态综合治
理项目宣告正式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人民币，治理河道总
长度 11.5 公里，疏浚河道 8.4
公里，加固堤防 11.5 公里，治
理险工 12 处共 2.4 公里，建
设液压提升坝 2 座，建设生
态景观区域 6 个。
大浪河位于鲁山县城东
部，是该县城区重要水系之
一。大浪河综合治理项目竣工
后，
将有效提高鲁山县城区防

洪能力，
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
此前，鲁山县斥资数十
亿元，对城南的大沙河、城西
的三里河进行综合治理，对
城中的将相河、南北城壕进
行清淤疏浚，根治黑臭水体，
显著改善了县城的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尤其是治理后
的沙河城区段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城望顶森林公园、
滨河公园、尧山公园、三里河
带状公园等公园像美丽的画
卷一样沿河错落分布，成了
广大居民休闲度假、观光游
玩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