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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传真

杨植森：“老君山”就是我的家

编者按：“凝心聚力、务实重干，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
副中心城市。”这句话在洛阳已经成为“热词”。

“副中心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洛阳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形
成各级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良好政治生态和浓厚的干
事创业氛围，以科学的态度、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为民务实，开拓奋
进、克难攻坚，早日把洛阳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干，就要拿出干的样子！干，靠的是千千万万奋战在各行各业的

广大干群！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埋头苦干，洛阳
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为营造浓郁的干事创业舆论氛围，弘扬正
能量，提振洛阳全市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本报记者特采访了勇
担发展之责，甘于奉献的民营企业家杨植森；扎根山区，恪尽为民之
职，带领群众致富的党支部书记陈光敏；退而不休，勇于奉献的老干
部姚铭……

每当说起老君山，栾川人就会
不由自主地谈论到一个人——杨植
森。作为河南省老君山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他，将老
君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景点，
变成了全景栾川中举足轻重的角
色。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带着这
样的疑问，记者走进了老君山。

老杨的一天
经历了一周的降雨，雨后的老

君山显得愈发生机勃勃，云雾环绕
在连绵起伏的山中，把蔚蓝的天空
和挺拔的山峰连在一起，让人分不
出是人间还是仙境。记者见到杨植
森时，他正站在老君山二级索道建
设工地上，背后是飘浮的云朵，眼前
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头发花白，精
神矍铄。“我天天都要上山，时间很
规律，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出门上
山，上午九点前把所有的工地巡视
一遍，下午就在山里四处转转。这

段时间一直下雨，我放心不下工地，
下午没事就到工地来坐会儿。”他一
边说，一边弯下腰，俯身捡起一块废
砖送到垃圾堆放处。

这个工地只是老杨巡视的一部
分，目前老君山在建的项目一共有
七个，每天老杨都要走一遍，“老君
山就是我的家，一天不上山，我就不
放心。”

看完工地，老杨拿出手机看时
间，“现在是四点半，明天要在老君
山办国际老子文化论坛，我五点要
下山看看会场布置得怎么样了。”说
着，老杨拍拍外套上的灰，大步往缆
车下站口走过去。记者跟着老杨上
了缆车，“你看咱栾川的山水多好
啊，我这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把咱老
君山好好开发利用起来，给子孙后
代留一座后花园。”老杨望着窗外感
慨道。

老杨这些年
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忙碌

和思考老君山的事情，保持这样的
状态老杨已经有好几年了。

2000 年，栾川县决定将老君山
作为栾川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强力
开发，争取用 3 至 5 年时间将其打
造成为王牌龙头景区。此后，老君
山景区先后筹资 2800 余万元，建
成水泥公路 15 公里，旅游步道 34
公里，并架通了高压线、通讯塔等
基础设施，但是由于机制不健全，
老君山景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其
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建设支出，最终
形成资金链条断裂，造成旅游服务
设施建设跟不上、景区品位低等问
题。

2007 年，老君山不得不面临改
制，改制费用高达 6300 万元。当
年，栾川县提出了“以工业反哺旅
游”的发展战略，杨植森作为栾川县
知名企业家，也参与到工业反哺旅
游的队伍中去。2007 年 8 月，杨植
森所经营的栾川县瑞丰工贸有限公
司与老君山林场签订合作投资开发
协议，注册成立河南省老君山生态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从事老君山景
区的开发、经营和管理。

“我不懂旅游，但是我既然挑这
个担子，就要把它干好。”老杨回忆
起自己这几年时说。灵寨公路建设
中，为减少对环境的毁坏，老杨不惜
增加 600 万元资金，将原设计的开
山修路方案改为隧道穿行;为了保
护生态，投巨资修建全省首条架空

木栈道;老君山金顶建设时，山顶的
庙宇群落全部使用水泥和钢结构，
殿内老子像等造像用了近 700 吨纯
铜。

7 年来，他先后投资 6 亿元打造
了老子圣像及老子文化苑、山顶水
平环步道、中灵索道和老君庙、灵官
殿重修等项目，老君山名声大振，揽
得众多美誉：“中国伏牛山世界地质
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
5A 级景区”……荣誉接踵而至；游
客量直线攀升，今年 5 月 1 日当天老
君山景区日游客接待总量 2.6 万余
人次，门票和索道收入达 172 万元，
入园车辆达 5000 余辆，各项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

老杨的愿望
用两到三年时间再修三条索

道，开辟老君山新的观光游览区；
招商引资 1 亿至 2 亿元，把相邻的
寨沟开发建设成老君山景区的配
套服务区，开设大型购物超市、休
闲娱乐设施，以满足老君山未来的
发展需求……

“我今年 68 岁了，我就是想趁
我 干 得 动 ，赶 紧 把 老 君 山 建 成 中
原 地 区 的 后 花 园 ，给 栾 川 人 留 一
条 旅 游 开 发 的 致 富 路 ，因 为 这 里
是我的家！”谈到未来的打算老杨
动情地说。

金秋时节，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新安县
西部深山区的郭凹村，在连绵的群山臂弯
里，映着湛蓝的天空，一个洋溢着时代气
息的小山村让人眼前一亮，一条条道路宽
敞平坦，一栋栋新颖、气派的楼房拔地而
起，学校、卫生室、游园、超市、文化大院、
健身广场、太阳能路灯等一应俱全。走进
村民家里，家用电器，时尚家居也是应有
尽有。更令人惊讶的是，百余户的村子，
30 多户拥有小汽车，让人仿佛走进一个隐
藏在深山的“小都市”。

在村子的广场上，记者见到了正在健
身的于士全老人，问起村子为啥建得这么
好，老人一脸欣慰，自豪地说：“因为俺们
村有个好领头人——陈光敏！”

老人说的陈光敏就是郭凹村的村支
书。1981年，19岁的陈光敏高中毕业后回村
当了一名小学代课教师。两年后，到村委会
任会计、村委会主任。1991年起，陈光敏走
上了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一干就是20多年。

记者了解到，郭凹村地处黛眉山世界
地质公园主景区内，曾是 1948 年豫西解放
战 争 中 著 名 的“ 莲 花 寨 阻 击 战 ”的 主 战
场。过去，郭凹村曾是全县有名的贫困
村，吃水难、上学难、行路难、用电难像一
座座大山横亘在村民面前，外地媳妇不愿
嫁到本村，青壮年要么做上门女婿，要么

“打光棍”，人口一度锐减。
1991 年至 1992 年，豫西遭遇百年不遇

的旱灾。陈光敏和村委班子成员带头捐
款 ，到 市 里 、省 里 邀 请 水 利 专 家 实 地 探
测。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村子从 350 米
的岩层下打出了水。陈光敏又一鼓作气，
带领群众建起 3 个水塘，铺设管道，让家家
户户吃上了自来水。

“沟套沟，岭挨岭，山路崎岖真难行。去
趟镇里带干粮，去趟县城像进京。”陈光敏和
班子成员历尽千辛万苦，八方筹资 170多万
元，修筑了一条连接莲花、安里、西岭三村，

长 8.8 公里、宽 4 米的柏油路，连组接户，与
城镇公路贯通，受益群众万余人。

“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是
村里学校状况的真实写照，每逢下雨，为了
安全，学校只好放假。陈光敏一方面发动党
员、群众义务出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一方
面向外求援，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村
里筹资 41万元建起了标准学校。

近年来，村民们在陈光敏的带领下，建设
新村。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两次建设四
层高的楼房6幢，2万余平方米，使全村125户
1000余口人彻底告别了土窑洞、土坯房，实
现了集中居住。

村子富不富，完善了基础设施只能算
是迈出了一小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产
业，那么郭凹村的《致富经》是什么呢？

2007年，村里建起了洛阳“老山根”食品
有限公司，注册了商标，开发出了享誉四方
的山野菜、柿子醋、小杂粮等土特产，昔日的
皂角芽、棠梨花、洋槐花、山韭菜等野菜被就
地采摘、浸泡去苦、高温消毒后真空包装。

“老山根”食品有限公司是县城5家土特产商
店的供应商，产品远销洛阳、郑州、西安等城
市。兴办企业除了吸纳本村 40多人就业的
同时，每年野菜集中上市季节，还带动包括
郭凹在内的周边 4 个村 300 余人参与采摘，
每年村民累计能从公司领取工资35万多元。

谈起下一步发展，陈光敏告诉记者，
主导产业为土特产深加工项目的河南丰
之颐有限公司打算投资 1.1 亿元，与村里
的“老山根”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将山
区土特产作深作大，有了大企业的支撑，
村里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干村干部不容易，干山区的村干部
更难，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村里干，你后悔
过吗？你到底图的啥？”面对记者的询问，
陈光敏憨厚地笑了笑，坦诚地说：“要说不
想发财，那是瞎话！但咱生在郭凹村，长
在郭凹村，郭凹村是我的根，干了这么多
年村支书，已经有感情了，看着山村亮堂
起 来 ，村 民 腰 包 鼓 起 来 ，我 比 干 啥 都 高
兴！”

入秋的洛阳城略带凉意，而洛阳市涧
西区文化馆内却热闹非凡，许多读者在翻
阅书籍报纸。78 岁的退休干部姚铭的“工
作室”就在文化馆三楼。

十年办报赠群众
9月 23日上午，在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文

化馆内的姚铭工作室，记者见到了满头白发
的姚铭老人，他正与几位退休干部商量着最
新一期报纸的内容。纹丝不乱的银发，精神
抖擞的气质，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老人已
是 78岁高龄。

“1997 年从涧西区邮电局工会主席岗
位退休至今，姚老师一天都没闲过，他的
事迹太感人，为此，区里专门为他成立了

‘姚铭工作室’，17 年来，他获得过 50 多个
荣誉称号，连续 13 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有 20 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的事迹。”说起
这个老朋友，涧西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
段起旭一脸兴奋。“他可是我们涧西区乃
至洛阳市的名人，不是媒体人，却自办了
三份报纸，免费赠阅群众。”

段起旭说的这三份报纸分别是《社区
之友》、《夕阳红报》和《社区健康报》，后来这
三份报纸合为《夕阳红报》。这份报纸只有
A4纸那么大，每月出版一期，发行方式为免
费赠阅。社区的老人们读起《夕阳红报》来
津津有味，啧啧称赞姚铭老人的坚持。

“从 2004 年办报开始，这 10 年间总共
出版了 200 多期，免费赠阅群众 82000 多
份，开设的讲座惠及两万多群众，群众喜
欢是我办下去的最大动力。”说到自己办
的报纸，姚铭老人的眼中透出了坚毅。

守望邻里常行善
“日行一善，大爱无疆”是姚铭老人的

座右铭，在他的工作室内摆满了各类报纸
杂志，这些报纸杂志除了给自己“充电”之
外，还承担着借阅的任务。“都是姚老师自

费订的，谁想看的话不用登记，直接就可
以拿走。”在与姚铭老人交谈的过程中，一
位曾经借阅过杂志的读者说道。

姚铭老人的家位于上海市场社区，小
小 的 三 室 一 厅 的 角 落 里 堆 放 的 全 是 报
纸。而姚铭老师的住处就在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卧室。说是卧室，倒不如说是

“书房”，因为在他的卧室里除了一张睡觉
的床之外，剩下的全是书籍、杂志和报纸。

“你看《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大
河文摘报》我这里都有。”姚铭老人像个孩
子一样拉着记者看他的订报箱，然后像包
宝贝一样的将这些报刊藏在怀中。

姚铭老人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出门随
身携带一个小盒子装烟头，手里提着一个
塑料带随手捡垃圾。“反正只要姚老师看
到的，他都会去做。”姚铭老人曾经的一位
老邻居告诉记者。

网吧十年“守门神”
2004 年，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互

联网在全国蓬勃发展，网吧也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一方面是互联网发展带来许多便利，
另一方面是黑网吧对青少年身心的毒害。
为此，涧西区专门成立了涧西区网吧监督
队，姚铭老人成了监督队的大队长，在他的
带领下，46 名退休干部和老工人成了网吧
业余监督员，日夜守候在涧西区的每个网
吧，被群众称为“网吧守门神”，10 年共检查
网吧 13000余次，取缔黑网吧 7家，将很多痴
迷于网络的青少年拉回学校。

“曾经有一个姓蔡的小伙儿，沉迷网
吧，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单位准备将其
辞退，我知道后，就决心把他拉回来。”姚
铭说。随后，姚铭老人一边给那个蔡姓小
伙儿送吃的，一边与其谈心，将许多书籍
送给他。拿他当自己亲孙儿一样对待，最
后这个小伙子终于从网络世界走了出来。

“我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
在任时兢兢业业干工作，退休了不能无所
事事，做一辈子好事善事就是我的‘愿’！”
采访结束时，姚铭老人的话感动了记者。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夏 帆）9
月 23 日记者从洛阳市商务局获悉，今年前 8 个月，洛
阳市进出口总额 10.8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8.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0.2％。这是该市出口总额年内首次实
现正增长。

数据显示：前 8 个月，洛阳国有企业进出口总额
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41.4%。出口总额 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站全市
出口总额的 38.8%；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 2.5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0.5%。进口总额 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民营企业进出口下降趋势放缓，总额 3.8 亿美
元。

从数据分析看，洛阳市机电产品进出口情况持
续好转，机电产品进出口总值 51928 万美元，同比增
长 6%，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47.9%，是最主要的进出
口产品种类；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值 13000 万美
元，同比增长 11.4%，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12.0%；纺
织品出口总值 3936 万美元，同比下降 9.8%；农产品
出口总值 583 万美元，同比下降 11.3%。

前 8 个月，东盟成为洛阳市第一大贸易伙伴，进
出口总额为 16016 万美元，同比增长 57.6%，占全市
进出口总额的 14.8%。欧盟为洛阳市第二大贸易伙
伴，进出口总额 14794 万美元，同比增长 5.7%，占全
市进出口总额的 13.7%。日本为洛阳市第三大贸易
伙伴，进出口总额为 108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5.7%。

本报讯（通讯员刘小江 杨 洋）9 月 20 日，新安
县仓头镇养士村种植大户王明，花了 8 万元就将价值
12 万元的大型拖拉机开回家的事，在乡亲们之间广
为流传，这是新安县农机公司和邮政储蓄银行合作，
推出“农机补贴贷款服务”，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王明一直想买一台大功率拖拉机，然而他相中
的 954 拖拉机全价 12 万元，虽然可以享受近 1/3 的购
机补贴，但补贴到位需 2-3 个月，一下拿出 12 万元，
让王明感到压力很大。

新安县农机公司经理郭为民了解情况后，主动
与他联系，告诉他只需要准备 8 万元，补贴的 37000
元可以由邮政储蓄银行贷款，国家补贴下来直接还
给银行就行了。王明闻讯十分高兴，立即办理了有
关手续，用 8 万元就将心仪已久的拖拉机开回了家。

新安县农机销售人员发现，多年来，农机补贴政
策很受欢迎，但资金下发存在时间差，农民在购买大
型农机具时资金压力较大。为解决这类问题，该县
农机服务中心积极与邮政储蓄银行沟通，推出了农
机购置补贴贷款，补贴到了再偿还，而且办理手续简
便，利率优惠，农民持有农机具管理站购机证明及本
人相关资料即可办理，受到群众欢迎。截至目前，新
安县已成功为农机购买者贷款近 100 万元。

“国家的农机补贴政策很好，农机贷款也很贴
心！”王明高兴地说。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李新安 通讯员宋会杰
张 珂）忙完农活，宜阳县莲庄镇上涧村的庄稼汉们在
农家书屋里上网学习牛奶小西瓜种植技术；搁下锄头，
赵保镇西赵村农妇们在文化广场上翩翩跳起扇子舞，

“夜生活”和城里人一样丰富多彩……
这是宜阳县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一个个生动剪影。
近年来，该县按照“政府主导、城乡统筹、整合资

源、整体提升”的思路，夯实硬基础，丰富软环境，小
事办实，实事办好，不断完善三级文化设施网络，积
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让群众切切实
实享受到参与文化活动的快乐。

在城区，该县投资 1.5 亿元，倾力打造 8 个独具地
方文化特色的景观广场，成为群众健身休闲，游人赏
景游乐的“大观园”；10 个建成社区里，全部配备面积
不低于 100 平方米、设施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为居民搭建起优质便捷的文化服务平台。

在农村，该县陆续建成 16 个乡镇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平均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配置室外文
化广场、电子阅览室和专职文化管理人员；353 个高
标准、规范化农家书屋覆盖全部行政村。全县乡镇
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共配备藏书 38 万册、电脑近 300
台、电视机 70 台、投影仪 89 套。这些文化设施全部
免费对外开放，成为农民汲取知识的“大本营”。

日臻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促进了宜阳
县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每逢重大节庆，该县专门
成立群众文化活动指挥部，制订活动实施方案。近年
来，巡回展映优秀影片 2240场、持续 30多年的传统文
化调演，融入了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并以比
赛形式激发创新活力，一系列鲜活生动、贴近民生的
群众性文艺活动，给老百姓的幸福“加分”。

陈光敏：“郭凹村”就是我的根 姚铭：做好事就是我的“愿”

□洛阳观察记者 杨玉璞
本报通讯员 白佳丽 李 艳

□洛阳观察记者 黄红立
本报通讯员 郭建立 许金安

□洛阳观察记者 黄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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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出口总额
年内首现正增长

新安县

“贴心金融”送农机进农家

宜阳

文化惠民为幸福“加分”

9 月 24 日，位于孟津县麻屯镇空港产业集聚区
的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人正在加
工盘管式粉粒体冷却器部件。隆华传热公司是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的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在其
产品中应用，不仅优化了产品结构、提升了产品性
能，而且提高了设备的换热效率等。 郑战波 摄

杨植森在老君山的建设施工现场。

陈光敏（右二）
在走访群众。

姚铭老人正
在校对新一期的

《夕阳红报》。

以焦裕禄精神为引领，务实重干兴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