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 桐 柏 茶 叶 2017 年 出 口 创 汇
3142万美元？这数字没有弄错吧？”

2月9日，记者猛然看到这个数字
时怀疑自己看错了。以前中国茶业出
口大户都是南方的名茶，怎么名不见
经传的桐柏茶叶突然冒了尖？

“目前国际市场上桐柏茶叶很走
俏，增长潜力很大。你到桐柏茶园去
看看就明白了。”南阳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局长刘强底气十足。

于是，记者来到位于豫鄂交界大
山深处程湾乡的茶园。丹峰山茶叶
开发有限公司的茶农们正在忙碌着，
他们拉来大车的新鲜羊粪，细致地撒
在茶树周围，再仔细锄地、培土。漫
山遍野的茶树新芽已开始萌发，再有

不到两个月，近年来走俏“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明前茶叶就将进入采摘
时节。

从地理因素上看，桐柏具备发展
茶业的条件。桐柏境内“七山一水二
分田”，大部分是浅山丘陵区，属于高
纬度茶区，土质疏松肥沃，所产茶叶芳
香物质、氨基酸含量高，茶多酚、咖啡
碱含量适中，具备名茶潜质。

茶叶种植在桐柏已有2000多年
历史。它自东周时期传入桐柏，唐朝
时远近闻名，宋朝时已经成为全国十
三大茶场之一。但在千百年的历史
变迁中，桐柏茶业的荣耀并没有被发
扬光大，仅仅是作为一种特色农业被
保存下来了。上世纪90年代，桐柏茶
业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全县的茶园
面积一度发展到5000多亩。但由于
缺乏龙头企业，粗放经营居多，茶业
发展仍步履维艰。

桐柏茶业的大发展是在最近 10
年。一次，一位韩国客商在春季广交

会上偶然品到了一杯桐柏明前茶，立
马赞不绝口，开口就要10万斤。当时
全县产量加一起也没有这么多。他来
到桐柏，看到这里的青山绿水、扑鼻花
香后，表示要长期合作。桐柏人这才
认识到自己茶叶的金贵。

“桐柏的山野茶是真正的有机
茶，口感醇厚营养丰富，很有发展前
景。”在桐柏，记者巧遇了从北京来
的一位客商，他来提前预订今年的
新茶。他说在他的店里，桐柏的有
机茶最高卖到了 5000元一斤，还供
不应求。

提高茶叶品质、打响有机茶品牌
正是桐柏茶叶的最大卖点。桐柏县
茶叶局副局长方忠斌介绍，现在全县
的有机茶种植面积已经突破了一万
亩，认定标准也和国际接轨，对茶园
的土壤、水质、空气以及茶叶的采摘、
加工，茶叶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等各方
面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

千年厚积，一朝惊人。如今，自然

纯净的桐柏茶叶在国际市场倍受青睐，
获得了韩国、日本、俄罗斯、东南亚、中
亚等地爱茶人的大量好评。③4

仿佛一夜之间，桐柏茶叶成了国

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看似偶然的现

象却有着必然的原因，那就是顺应潮

流，适销对路。

不过，桐柏县从政府到企业再到

茶农可没有沾沾自喜，他们知道桐柏

茶叶想成为国际饮品市场上的“不倒

翁”，成为河南乃至全国农产品出口

的领航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

是保持高品质不动摇，有机茶标准不

降低，不能见种茶挣钱了就一哄而

上，以次充好，否则就是饮鸩止渴，自

己砸了自己的饭碗；其次还要抓紧做

大做强品牌，打出自己响当当的金字

招牌。这样，走出去的步伐才更坚

定，抗风险能力也更强。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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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凌

对于今年的春节假期，Sen已经
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先用八九
天时间回印度看望父母，然后再用剩
下的十来天时间在中国完成一次旅
行。

Sen是一位舞者。在印度时，他的
工作是为电影编舞。2013年，Sen来
到郑州，成了一名健身俱乐部的舞蹈团
操教练。今年25岁的Sen坦言，在郑
州的4年，是自己不断成长的4年。

Sen热情地翻出手机里4年前的

照片给记者看，那时的他很清瘦，胳
膊是细细的一条；今年，因为训练有
方，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肌肉
男”，八块腹肌、强壮的臂膀……

“我真没想到，郑州的健身俱乐
部还会有外籍教练。”2月 8日下午，
专程从东区赶来上舞蹈课的李萍是
Sen的铁杆粉丝，“没想到健身房还有
外籍教练上课，咱大郑州真是越来越
有国际范儿了！”

下午的课程，是Sen带来的宝莱
舞，动感十足又带些印度当地特色。
音乐响起，Sen登上操台，舞蹈的天分

瞬间爆发，动作的张力、强大的感染
力带动了前来上课的粉丝。

Sen是郑州健身行业引入的第一
位外籍舞蹈教练，也代表了郑州健身
行业新时代的开始。“从为他申报、体
检到办工作签证等，整个过程很繁
琐。”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为这些外籍教练租房子，解决交
通问题，报销往来的机票。“各类成本
都比聘请一位国内教练要高出许多，
但为什么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
得，在这个时代，每个行业都有特别好
的发展机会，开放和对外交流很重要。”

经过几年发展，这个俱乐部已聘
请了 15位外籍教练任教，在郑州的
健身行业快人一步，抢得市场先机。

“下一步，俱乐部还要从欧美聘请教
练，我们的愿景是通过专业教练、标
准化的流程管理，为城市提供高品质
的健身服务，把人们从酒桌、麻将桌
拉出来，倡导健康有品位的生活方
式。”

“我的收入比在印度高出许多，公
司发展很好，我特别安心，每个月都会
往家里汇钱。”时而中文、时而英语，
Sen兴奋地和我分享他的快乐。③7

□本报记者 孙欣

2月 9日，天刚蒙蒙亮，新安县仓
头镇的集市上就热闹起来。赶集买
年货的人陆续赶来，仓头镇河窑村村
民林阳（化名）的鱼摊旁围满了老
乡。捞鱼、上秤、收钱，不一会儿，林
阳的额头上就渗满了汗珠。

“张所长，您怎么来了？”看到张
茂松，林阳赶紧迎了上去。张茂松拍
了拍林阳的肩膀，两人有说有笑。当
得知林阳的生意不错，这几天每天都
能卖出500斤鲤鱼时，张茂松反复叮
嘱林阳：“你的驾驶证已被吊销，千万
不要自己开车去拉鱼。”

在旁人眼里，这俩人就是一对好
朋友，根本看不出林阳曾是一位社区
服刑人员，张茂松是仓头镇司法所所
长。2013 年 4 月，林阳因交通肇事
罪，被新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4年），2013年 4月10日起
在新安县接受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被判处管制、宣告缓
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服
刑人员，不用在监狱服刑，只需在特定
的社区环境里接受监督管理和教育矫
正。“我一开始有抵触情绪。一时疏忽
酿成大祸，不仅工作没了，赔了78万

元，还犯了交通肇事罪，只能说自己太
倒霉了。”林阳告诉记者。

“不懂法，思想转不过来，就不会
好好改造。我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
法治课。”张茂松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教育，林阳
才逐渐有了悔过之意，并开始思考重
新做人。可问题又来了，社会能否接
纳他？他又能做什么？

“犯过一次错，就永远不行了
吗？用实际行动证明你行。”张茂松
不断地鼓励林阳。终于，林阳放下了
思想包袱，决定在镇上开个鱼摊。张
茂松帮着联系生意，并借给林阳
5000元，当作启动资金。

“我要做好人，干实事。”林阳暗下
决心。如今，小鱼摊不仅解决了林阳
全家人的生计，也让他找回了自信。

真诚帮教暖人心，春风化雨育新
人。自2012年以来，新安县累计接受
社区矫正人员 1405 人，解除矫正
1044人。“社区矫正工作是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安县司法
局局长赵素敏说，“为了让社区服刑人
员顺利融入社会，我们有针对性地开
展个案矫正，努力为他们提供社会适
应性帮扶，既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威
严，又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温暖。”③3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2月 8日中午，阳光照进长葛市
后河镇后河村邱留云家的小院，87
岁高龄的奶奶高香莲坐在轮椅上，怡
然自得。在她身后，孙媳王伟红推着
轮椅，哼唱着豫剧《朝阳沟》选段，另
一位孙媳邱留云手拿木梳，细心地梳
理着老人花白的头发。

邻居孔改花跷指称赞：“这么多
年来，见过妻子服侍丈夫的、儿媳服
侍婆婆的，没见过像这俩孙媳妇一
样，多年来贴心服侍奶奶的。她们孝
老敬亲，是俺后河村的好榜样。”

18年前，邱留云经姑姑介绍，与
高香莲的长孙杨明岗结为夫妻。本
是三世同堂、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却
因13年前公婆突发脑梗偏瘫而陷入
阴霾。祸不单行，年迈的高奶奶因看
戏时不慎摔倒，造成腿部骨折，失去
了生活自理能力。

此时，杨明岗与弟弟杨志恒都在
外打工。邱留云与弟媳王伟红商量，
轮流承担起照顾公婆和奶奶的责任，
让男人们安心在外务工。

公公去世后，邱留云依然无怨无
悔地照料着婆婆和奶奶：做好的饭，

第一碗一定是端给老人，一口一口喂
完自己才去吃饭，老人的床单被褥她
经常拆洗晾晒，四季衣服也勤洗勤
换，隔三差五还给老人买新衣服、水
果和点心……

“晚上睡觉生怕她们一不注意磕
着、碰着，所以晚上我都跟着睡一张
床上，一旦听到什么声响就赶紧看看
老人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从来不敢睡
囫囵觉。”邱留云说。

另一个孙媳妇王伟红，和嫂子邱
留云比着孝顺。奶奶上完厕所后，她
用温水给奶奶清洗；婆婆解不下来大
便，她就戴上一次性手套，一点儿一
点儿抠出来；为防止老人长褥疮，她
经常给老人捏腰、擦身……

“尽孝是本分，没啥特别的。”面
对别人的夸赞，朴实的王伟红说。

在这对好妯娌的言传身教下，重
孙子、重孙女都懂得孝敬老人。节假
日，孩子们常常围在高香莲身边说话
解闷；做好饭，孩子们会争着给老人
盛饭、喂饭……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今，在
这个大家庭里，高香莲老人无疑是一
家人最大的“宝”了，可这位老奶奶却
说，这俩孙媳妇才是自己的福气、自
己的“宝”。③7

□本报记者 高长岭

2月 6日，午后阳光明媚，北汝河
前坪水库大坝工地上，工人们正在紧
张施工。

两台碾压机轰隆隆地迎面驶来，
在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已感到脚下的
土地在颤动。距离十多米时，人都要
跟着颤抖了。

“不用怕，这机器看到人能自动
停止前进。”前坪水库建管局局长张
兆省说，“这是我们请清华大学研发
的无人驾驶碾压筑坝机器人。”

无人驾驶碾压机驾驶室内外安
装了不少摄像头和天线。这种26吨
重的智能碾压机，前坪水库工地上共
有6台。

“一台机器就安装了 6套数据采
集和传输系统。”张兆省说，无人驾驶
碾压筑坝技术已经获得国家专利，前
坪水库使用无人驾驶碾压机施工，在
国内水利工程史上还是第一次。

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
支流北汝河上游，在洛阳市汝阳县城
西 9公里的前坪村，水库总库容 5.84
亿立方米，是国务院 2014年确定的

“十三五”结束前建设的 172项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这座水库2015年10
月开工建设，设计最大坝高 90.3米、
坝顶长818米。

根据工程设计方案，前坪水库大
坝属于黏土心墙砂砾石坝，就地取材，
节约成本。筑牢大坝的关键是要把黏
土大坝压实，但传统碾压技术受人为

因素影响较大，如果改由电脑控制碾
压机，就可以对黏土摊铺厚度和碾压
遍数、速度、轨迹等进行实时监控，从
而实现对大坝工程质量的有效控制。

当时，这样的碾压设备国内还没
有。前坪水库建管局决定面向国内
外科研机构公开招标，最终清华大学
水利系技术团队中标。2015年起，双
方合作研发“智能碾压技术与监控系
统”。

时代的进步让人感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修水库筑大坝，全靠肩挑
人抬，工地上人山人海。”张兆省说，
当时往坝顶运送沙土要靠独轮车，群
众总结说“小车推得巧，腰身要扭
好”，大坝碾压靠抬石夯来砸，指望的
全是人力。改革开放后，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挖掘机、重型卡车、碾压机
等大型筑坝机械越来越多。现在国
家正在迈进工业4.0时代，互联网、自
动化等先进技术蓬勃发展，为水利建
设实现自动化提供了可能。

“与国内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前
坪水库建设中闪耀着一种创新精
神。”前坪水库建管局总工程师皇甫
泽华介绍说，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
作，创新运用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
技术，水库泄洪洞浇筑完毕一年多
来，仍然表面光滑，没有一丝裂缝，前
来参观的专家对此高度赞扬。目前，
前坪水库与科研机构合作的科研课
题已有十多项，智能化、信息化施工
持续推进，正在走向中国大坝建设的
新技术高地。③6

□本报记者 童浩麟

2月 8日，农历小年。开封市祥
符区范村乡米店村文化广场上，9层
15米高、由207个砂红色石磙堆积成
的“荣誉塔”，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格
外显眼。范村乡首届好人评选大会
在这里举行。

不到 8点，距离大会开始还有 1
个多小时，120名有望当选各类“好
人”的候选人，早早坐在了候选区。
其中最大的已有 82岁，最小的是一
名只有 8岁的小学生。这些候选人
将竞争“好婆婆”“好媳妇”“好少年”

“好乡贤”等6个奖项，每类奖项20个
候选人，10人获奖。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们乡
村更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
力。”范村乡党委书记董文勇说，“要
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要以
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
式推广开来。”

“为开好这个评选会，我们召开
了四次村党员会，两次300人规模的
村民智囊团会。”评选大会承办方米
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良说，“智囊团会
热闹得很，每次都是饺子宴，大家边

吃边谈咋改进我们的民风，一致要求
开这个好人评选大会，让好人吃香。”

“这207个老石磙是村民花了一
个多月弄齐的。最老的石磙得有
200多年了。凡上塔之人都是榜样，
这就是文化！”说起老石磙，董文勇脸
上写满了“文化自信”。

2016年初，张良当选村党支部书
记，有多年市场经验的他做了两件事，
做事要民主，发展生产要市场化。两
年来，只会种花生和西瓜的米店村民
开始土地流转，走高效农业的路子。

“一个村要有一个村的村魂，我们
米店就要有自己的村文化。”张良说。

“4个儿媳妇，恁多年就没有磨过
嘴，她们有个好婆婆田凤莲。”当主持
人宣布第一个好婆婆名单时，身穿一
件崭新大红袄的82岁的田凤莲笑了
起来，“一辈子没露过脸。”她对旁边
的候选人说。

在好媳妇评选环节，婶子单桂枝
输给了侄媳妇周艳桃。记者问单桂枝
对结果有啥想法？“继续努力，向侄媳
妇学习。”质朴的单桂枝笑得很灿烂。

而作为最年轻的“好媳妇”当选
者，29岁的朱亚男这样评价婆媳关
系:“我婆婆就是一位好人。好带好，
坏带坏，言传身教最重要！”③4

一个外籍舞者的新年愿望

桐柏茶叶“一带一路”上绽荣耀

筑坝机械“碾”出技术新高地

一对好妯娌 善孝家风传

开个评选会 点赞好榜样

小鱼摊背后的法与情

▶新年将至，辉县市薄壁镇
潭头村李爱荣（左）剪出了许多
“狗狗”作品。这些剪纸作品姿态
各异，活泼可爱。李爱荣是“辉县
剪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
作品取材于山乡，具有很浓的乡土
气息。⑨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2月6日，沁阳市第一幼儿
园的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做
“花馍”，喜迎春节的到来。⑨6
杨帆 摄

●● ●● ●●

剪窗花 做花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