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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钧德 刘怀丕

最美人间四月天，在河南民权县的
黄河故道上，柳抽新枝，杨吐嫩叶，泡桐
一树花。党的十八大以后，这里获批国
家生态公园，变成周边百姓的旅游休闲
地，目前正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建设“黄河
故道生态走廊”。殊不知，民权黄河故道
曾是盐碱遍地、草木难生的茫茫沙荒。
经过三代造林人68年的接续努力，这里
才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平原林海。

1855年，黄河在现今的河南兰考县
决口改道，给豫东平原留下连绵的沙丘
群，当地百姓饱受风沙之害。曾经担任民
权林场场长的 80多岁的康心玉等回忆
说，当年风沙大，早上起来被子上都能抖
下不少土，有个说法叫“大风一起，刮到犁
底；大风一停，沟满壕平”，种下一葫芦只
能收两瓢，周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穷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
沙荒治理。1950 年，民权林场的前身

“豫东沙荒管理处”成立，开启了防风固
沙增绿的征程。

“吃的是红薯干馍，住的是地窨子，
虽然条件苦，但是干劲大。”80岁的林场
退休职工佟超然毕业于北京林学院，
1962年底来到民权林场。他说，当年林
区没有路，有辆自行车也没法骑，造林工
具更是简陋，完成任务主要靠人力。

在民权林场申甘林带核心林区，刺槐
林面积达1万多亩，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大
面积刺槐纯林，其中30年以上树龄的刺槐
林占半数以上。刺槐是民权林场的当家树
种，因为它抗干旱、耐瘠薄，易于成活。

“栽下的哪种树最像你们自己？”记者
问民权林场人。他们一致回答：“刺槐。”

林场最早栽下的第一批刺槐已经更
新，当前留存下来的是二代、三代甚至四
代槐。造林人亦是代代接力，83岁的翟
际法1962年来到林场，他33岁的孙子翟

文杰如今也已在林场工作10多年。像刺
槐一样，造林人一代接着一代干，扎根于
黄河故道的黄沙中，守护着一方水土。

目前，民权林场经营面积达 6.9 万
亩，林木蓄积总量18.7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 79.7%，被国内外林学专家誉为
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一个完整的
生态体系已在林场内形成，各类植物达
100多种；陆生动物有180多种，其中重
点保护动物 16种。据河南省林科院一
位研究员估算，民权林场生态服务价值
每年可达6.96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林场转变经营理
念，调整经营方式，把原来以生产木材为
主转变为以生态建设和生态修复为主，
把原来利用林场林木资源为主转变为保
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民权林场场
长王伟说。

这片平原林海不仅呵护着周边 40
多万亩农田，还助推了当地的脱贫攻
坚。充分利用林下资源，民权县鼓励贫
困户在林下种药种菇、畜禽养殖、养蜂酿
蜜、果园采摘，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的发
展之路。程庄镇新赵庄贫困户赵发彪夫
妇，在食用菌产业项目中负责种植和采
摘蘑菇，每年增加收入2万多元。

2015年底，经国家林业局批准，面
积达2877公顷的“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
家生态公园”设立。

“我们突出绿色发展，坚持保护与开
发并重，着力把黄河故道打造成为人们
怡情养生、享受自然的绿色家园。”民权
县委书记姬脉常介绍，民权县还提出建
设“黄河故道生态走廊”，以民权林场申
甘林带为核心，以当地鲲鹏湖、秋水湖、
龙泽湖组成的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打
造连接湿地公园和生态公园的绿色廊
道，并计划沿黄河故道两侧再造面积约
3.6万亩的生态林带。

（据新华社郑州4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田宜龙

4月25日，蒙蒙春雨中，一座座
白墙灰瓦的徽派农家乐宾馆掩映在
栾川县龙峪湾的青山绿水中，构成
一道亮丽风景。庙子镇庄子村贫困
户周麦闹，把自家经营的“碧水青
山”农家乐装饰一新，准备迎接即将
到来的“五一”旅游旺季。

“多亏了小额贷款解了俺的燃
眉之急。”52岁的周麦闹告诉记者，
丈夫前年因病去世，加上盖房子和
供应孩子上大学，欠下一笔债务，农
家宾馆也没钱装修。去年，村金融
扶贫服务部给她送来了“美丽乡村
贷款证”和“普惠金融授信证”，不仅
获得了 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还可

以申请普惠金融的信用贷款。
“俺准备再贷 10万元，添置些

家具，好接待游客。”她对脱贫信心
满满。

贷款难、贷款贵、贷款少，一度
让贫困户贷款无门，更困扰着农村
发展。去年7月，全省金融扶贫（卢
氏）现场会召开后，栾川县结合会议
精神和当地实际，创新金融扶贫工
作，深入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
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用信息录
入和信用等级进行评定，设立县乡
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部门，打通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记者在庄子村党群服务中心看
到，门头挂着人行洛阳中心支行和
栾川县政府联合颁发的栾川农商银

行“信用村”牌。
“别小看这个牌，作用大着呢！”

村党支部书记温天序说，过去农户因
欠款不还造成失信，银行不给放贷，
想发展都没有钱。后来我们下大气
力整顿，给37个失信户办学习班，想
方设法还清300多万欠款。去年被
授予“信用村”，家家户户完成了信用
评级。去年以来，全村发放扶贫小额
贷款35万元，村里农家宾馆商户得
到普惠金融贷款1560万元。

“金融扶贫，关键在落地。”栾川
县委书记董炳麓说，县里在挂牌“信
用村”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
制，金融机构优先倾斜信贷资金，给
予批发式授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A级以上信用户达82.7%，起到了

正向激励效果，优化了金融生态，确
保了银行信贷扶贫资金的精准、安全
投放。“自扶贫小额贷款业务开展以
来，全县仅发生逾期贷款7笔。现在
是家家讲诚信，户户争当模范。”

春风化雨，山村更新。在一系
列金融扶贫政策支持下，贫困户上
项目信心足了、放心“贷”积极性高
了。截至 3月底，栾川县累计发放
扶贫小额贷款 2.5亿元，有 18个贫
困村成为旅游特色专业村，带动信
贷需求 1.5亿元。发展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 45家，培育核桃、育苗等专
业村27个，发展食用菌种植基地20
多个，建立来料加工“扶贫车间”
136个，3500多名贫困群众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③4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娟）
4月26日，南阳第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
九届月季花会开幕。本次节会以“相约健
康养生地，畅游玉润花香城”为主题，由中
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中国花卉协会
月季分会和南阳市政府共同主办。

本届节会由开幕式、玉文化系列活
动、月季花会系列活动、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南阳行招才引智及招商引资系列活
动、旅游系列活动、文化体育系列活动等
6大板块组成。《花中皇后·南阳月季》（第
六组）邮票发行仪式和“老家河南·避暑
南阳”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同时举行。

近年来，南阳以玉为媒、以花为友，不
断扩大朋友圈、提高知名度。目前南阳已
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加工销售集散地、人
才培育输出基地和玉文化研究传播基地。
全市从事玉产业人员达40万人，年生产销
售玉雕产品2000余万件，约占全国玉雕
行业总量的30%。同时，南阳也是全国最
大的月季种苗繁育生产基地。目前月季种
植面积近10万亩，年出圃苗木10亿多株，
年产值达15亿元。月季供应量占国内市

场的80%，占我国出口总量的70%以上。
本届节会将集中展示南阳玉雕和南

阳月季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成果，深度宣
传、推介南阳地域特色品牌，广泛寻求交
流合作机会，全面加快南阳玉雕、月季以
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步伐。③4

又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王娟）
4月 26日下午，南阳第十五届玉雕文化
节经贸洽谈会上，53个项目集中签约，项
目总投资额达248.2亿元。

此次签约项目包括唐河县万凯纺织
品生产项目、镇平县年产2600万平方米
机织地毯项目、卧龙区双阳环保包装项
目、内乡县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等 7
个超10亿元的重大项目。

目前，南阳市出台了《南阳市承接社
会资本服务招商项目一次办妥办法》，明
确要求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办理手续时间
控制在 100个工作日以内，其中在存量
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控制在 75个工作日
以内，并明确要求专题、专班、专人承办
重大招商项目的全程服务，直至项目建
成达产。③4

河南民权三代造林人接力68年

黄河故道变“绿色长城”

南阳第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季花会开幕

玉润花香 醉美南阳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栾川县创新金融扶贫模式

评级授信“贷”动农户增收

4月25日，商水县平店乡农
民在万和园花卉种植合作社玫
瑰花卉基地管理花木。该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的帮扶模式，种植玫瑰花1000
多亩，带领附近贫困家庭走上脱
贫致富之路。⑨6 赵永昌 摄

鲜花铺就
致富路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4月 25日，记者走进渑池县第
一医院住院部 905房，看到刚做完
阑尾手术的刘立恒用左手握着手
机，通过接打电话安排杜村沟村的
扶贫事项。

刘立恒是渑池县天池镇人社所
副所长，2017年5月接任天池镇杜村
沟村第一书记。杜村沟村地偏人穷，
全村16个村民小组，530户2018人，
其中贫困人口132户412人。村里没

有任何集体收入，脱贫任务重责任大。
身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贫困户

代卫民听说刘立恒病了，倒了两次
车，到 20 公里外的医院看望刘立
恒。“刘书记可实在了！我的腿脚不
方便不能干重活，刘书记就到我家
帮干农活。看到我家房子漏雨不能
住，刘书记帮我盖起了新房子。”50
岁的代卫民对记者说。

在代卫民这样的贫困户心里，
刘立恒就是最贴心的人，他和群众
一起打拼，让村子旧貌换了新颜，也
带给了他们奋斗出幸福的希望。

刚驻村时，为深入了解村民需
求，刘立恒挨家挨户拉家常、到田地
里帮忙干农活。当得知穿村而过的
县道有个大 S弯，夜里多次发生交
通事故，刘立恒立马协调资金，在马
路两边安装了43盏太阳能路灯。

春节前，路灯亮了，村民们的心
也亮了：“刘书记真是个办实事的
人，扶贫扶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村
民们对刘立恒更信任了，村里的难
题也容易解决了。

如何让杜村沟真正摆脱贫困？
刘立恒多次到外地取经，结合杜村

沟村山丘多连片地少且容易干旱的
特点，带领村民因地制宜种植了大
红袍花椒、辣椒、烟叶和艾草。同
时，采取“公司+农户”方式，以宜居
家庭农场为依托，带动93户贫困户
养殖生猪，每月可出栏200头，当年
给贫困户分红9.26万元。目前，光
伏发电、扶贫车间、果蔬大棚等产业
增收项目都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刘立恒在病床上数着日子，他
惦记着村里正在发展的产业。“拆了
线就回村，村里的事情太多，组织上
信任我，村民们相信我，咱要想办法
好好干，带领全村村民早日脱贫致
富。”胸中燃起的希望让他忘记了腹
部的阵痛，“我曾经是一名军人，也
是农民的儿子，一定要带领村里的
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③7

“扶贫扶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吴云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并写入党章，成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进入“十三五”以来，洛阳依托“五
山四岭一分川”的地形地貌，赋予山区
建设新的内涵，因地制宜提出发展“沟
域经济”，并将其确定为九大体系 60
个重大专项之一加以推进，成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

西工区红山樱桃沟，位于洛阳市
重点培育建设的 12个沟域经济示范
区之一的洛阳樱桃谷内。

近年来，西工区充分发挥近郊游
区位优势，科学谋划，依托乡村绿水
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紧
紧围绕红山樱桃沟，大力发展生态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让青山绿水变成了群众致富的“金山
银山”。

规划引导生态优先
加快红山西部生态旅游建设

红山樱桃沟，地处红山街道办事
处西北部，距洛阳市区 8公里。景区
内南、北、西三道沟自然形成，沟壑纵
横，清溪曲绕，曲折绵延10余公里，享
有“洛阳后花园”美誉。

西工区委、区政府站在乡村振兴
战略高度，提出加快红山西部生态旅
游建设，明确“规划引导、生态优先、旅
游带动、富民为本”的发展理念，以近
郊生态旅游开发为重点，加大西部红
山建设力度，使红山步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快车道。
该区成立了由 3 名县级干部主

抓、5个职能部门参与的红山生态旅游
发展指挥部，负责红山西部生态旅游
开发工作，具体研究生态旅游开发中
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效
确保了红山西部生态旅游建设工作的
顺利实施。

在西工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红山生态旅游发展工作持续加强，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金水大道、瀍涧
大道（汉宫路西延长线）正在紧张建设
中；拓宽了樱桃大道西延长线，樱桃大
道沿线路灯已全部安装完毕；樱桃沟、
王村沟新打机井 2座，满足了周边群
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加大樱桃谷沟域的建设力度，完
成了樱桃沟食坊街一期工程，聘请设
计院对食坊街道路、绿化、建筑外立面
进行了统一的设计，对食坊街道路进
行了改扩建，将道路路面扩宽至6米，
统一铺设下水管道，修建沿路小花
园。新建成樱桃沟游客服务中心，新
建旅游公厕 2座，新建成樱桃沟村文
化戏台和景区观景台；樱桃沟沟底道
路正在紧张施工中，景区整体形象水
平得以提升。

红山街道办将农业采摘与休闲旅
游相结合，着力打造生态旅游品牌，把
生态观光、休闲娱乐以及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融为一体，使游客既能从中

享受采摘带来的快乐，又可以体验田
园生活的乐趣。

节会活动丰富多彩
市民畅游乐陶陶

4月 25日，2018年中国红山樱桃
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洛阳举行，正式
拉开了西工区红山樱桃生态游的序
幕。

沿着樱桃大道一路向西，各种独
具特色的林果园次第交错。来到樱桃
沟，既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又可以畅
享宁静的田园生活，红彤彤的樱桃挂
满了枝头，一颗颗水灵灵的樱桃像红
宝石挂在树上，玲珑剔透，红艳光洁，
让人垂涎欲滴。

作为西工区着力打造的一个生态
休闲农业游品牌，每年举办的红山樱
桃节都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

去年 4月 28日，举行的“2017魅
力红山樱桃采摘节”，在为期一个半月
的采摘节中累计接待游客 28.6 万人
次，采摘及销售樱桃超24万斤。

去年10月28日，该区与洛阳苒丰
公司联合举办了红山首届香菇采摘节，
将史家湾、纸坊、寨坪三个香菇产业扶
贫基地进行整合，新建成的种植基地共
有菌棒7万棒，年产量达10万斤。去
年12月6日，还举办了“河洛年俗文化
节之孝宴”开幕式，800多名来自全市

的老年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同时，活动吸引了全国及省、市媒

体的持续关注和报道。这些都大大提
高了红山西部生态旅游知名度，进一
步打响了樱桃沟旅游品牌，樱桃沟村
被评为洛阳市最美农家乐乡村。

据介绍，今年樱桃文化节活动内
容更加丰富。开幕式当天举办魅力红
山文艺汇演活动。同期，举办“寻找红
山有缘人 红山请你免费吃樱桃”主题
活动，以及我为红山樱桃代言——“晒
图大比拼”“最美红山 绽放自我”樱桃
萌宝才艺大赛等。

红山樱桃，作为西工区生态休闲
农业游的品牌，在新时代正绽放异彩。

小樱桃做出大文章
土山窝就成了聚宝盆

“以前种庄稼，一亩地收入只有七
八百元，现在种樱桃，一亩地能收入一
万多元！”村民王晓磊说。去年，他家
的8亩大粒樱桃收入近10万元，其中
一棵“樱桃王”，单株收入就有3000多
元。

致富的喜悦藏在村民的笑容里，
脱贫的经历让樱桃沟村民感激在心、
砥砺前行。

走进樱桃沟天井窑院“卧龙居”，
青砖灰瓦、古色古香，让人眼前一亮。
这家由红山豫都农业开发公司投资改

建的废弃土窑院，已成为红山农家宾
馆的招牌店。

近年，西工区加快推进红山西部
生态旅游发展，持续加大乡村路网建
设力度，着力实施农村特色旅游项目
提档升级，为“土”特色换上“新”行头。

为提高樱桃沟村的致富水平，西
工区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容
村貌作为重点，先后投资160万元，整
修村内道路3公里，完成800人安全饮
水工程。

为提升农家宾馆的服务水平，红
山办事处开展农家宾馆整，统一进行
规划设计，鼓励村民对农家宾馆改造
提升，并进行达标评级，对外推介宣
传。为了提升农家饭店的饭菜质量，
当地还结合区人社局农民工培训计
划，从2016年开始在樱桃沟村连续举
办三期厨师技能培训班，每期 20天，
培训费用全免，培训村民近300名。

与此同时，红山办事处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载体，对村庄民居进行特色
化改造，结合村庄布局和文化习俗，统
一风貌，完善综合服务功能，打造洛阳
北部生活配套示范区。

生态环境的整体提升，使红山的
旅游业得到稳步发展。开农家宾馆的
许洪欣说：“以前只有假期生意好，现
在不同了，一年四季游客不断。”

如今的樱桃沟景区内大红樱桃基
地、原生态有机蔬菜果园、数十亩荷塘，

与湖边的窑洞宾馆相互辉映、浑然天
成，构建了四季常青、果蔬飘香的生态
景区。现实版开心农场、水上游乐、游
泳池、休闲垂钓、户外拓展等休闲娱乐
项目，商务会议中心、农家风味餐厅、特
色窑洞宾馆等接待设施一应俱全。

目前，西工区正在建设樱桃沟生态
基地项目，该项目规划占地约9000亩，
计划对樱桃沟、徐坑、王村沟三个村进
行整体规划开发，建设集农业观光、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园。

一系列举措之下，也实现了一枚
小小的樱桃撬动当地经济发展、老百
姓致富的目标。据统计，2001年前樱
桃沟村家庭年均收入不足2000元，现
在每个中等规模的农家饭店，年均收
入都将近10万元。

生态旅游建设，让红山人富了，日
子变得滋润了。村民们由衷地说：“坡
还是那个坡，地还是那块地，思路一
变，土山窝就成了聚宝盆！”

如今的樱桃沟景区已成为中国农
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院大樱桃种植
示范基地、洛阳市科协科普示范基地，
河南省乡村旅游体验型乡村旅游
AAA级经营单位、洛阳市重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洛阳市十佳休闲农业
示范园（休闲农庄）。

西工区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下一
步，西工区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

“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思路，着力发
展沟域经济，大力发展休闲特色农业，
把红山樱桃沟建设成为集农业观光、
休闲娱乐、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休闲度
假区，实现红山樱桃沟景区内群众收
入持续稳定增长，促进红山樱桃沟景
区内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洛阳西工区大力推进红山西部生态旅游发展

红了樱桃 富了群众 美了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