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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全力打造又富又美济
源，让绿色成为新时代济源经济发展
的真正底色。2012年以来，济源市财
政在“困难地”造林上投入巨额资金，
亩均达到1800元。

“困难地”造林，离不开强有力的
资金保障。李中福对此深有感触，谈
及济源造林的成就，他总会强调这样
一句话：“盛世造林。”

破解技术难题，资金得到保障，济
源的绿色攻坚，向着更顽固的堡垒进
发。

石板上种树 大山上绣花

济源向“困难地”挥出的第一剑，
刺向了新修成的济邵高速两侧山区。

2009 年冬，一场战役在这里打
响。老愚公叩石垦壤、不畏繁巨，在荒
凉石山上，新愚公精益求精、下足了

“绣花”功夫。
垒砌鱼鳞坑是“五步造林法”的第一

步。要用石块垒成半圆形的坑，在坑中
填上土，以实现保水保土的目的。有了
鱼鳞坑，树在石山上才可能存活下来。

冬天，山上很冷，土都冻硬了。施
工人员一镐子下去，石块往往纹丝不
动。山上用餐不便，干粮热水就是中
午饭。

鱼鳞坑垒好了，填土也有讲究，土
层深度必须达到 40厘米。石山上土
不好找，工人有时需要跑到一两里外
取土。

李剑侠当时是质检员，天天在山
上东奔西跑，检查鱼鳞坑质量。

一次，李剑侠的同事接连看到几
个不合格的鱼鳞坑，控制不住脾气，一
脚踢倒了鱼鳞坑。

“工人很辛苦，但工程质量必须过
硬，否则费这么大劲种不活树，对得起
谁。”李剑侠说。

为提高鱼鳞坑保水保土能力，上
下三个坑要沿等高线成品字形排列。
于是，在工地上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个管理人员跑到高处，用手机和施
工现场的人联系，调整鱼鳞坑的距离。

现在，远望济源困难造林荒山，一座
座鱼鳞坑间隙均匀、排列整齐，“横竖都
成线、千山一片白”，让人由衷赞叹。

冬天垒好鱼鳞坑，春天开始种树。
工人在种树时，先在侧面铺上一

层地膜，待树栽下填土后，再在上面盖
上一层地膜。既能有效阻止树坑内水
分下渗和蒸发，又不影响根系生长，地
表水也能沿坑壁向根系渗透。

树无水不立，种树时还要用到一
个关键武器——保水剂。

10克保水剂就能吸收约 2000克
水，可以常年发挥作用。雨季吸水，旱
季放水，让树木持续得到水分补给。

按照技术规程，还必须浇够水。
有些山无路，水罐车上不去，工人就跑
几里地去担水。

周围村民都好奇地来围观，七嘴八
舌地议论：种庄稼也没种得这么精细。

树终于种好了，但能不能活，大家
心里也没把握。

暑去秋来，经过检测，成活率达到
90%以上，林业局大楼里一片欢腾。

“当时大伙压力很大，隔三差五要
去瞅瞅树咋样了。秋天验收后，心里
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天保退耕中心主
任任军战说。

首战胜利，但在后来的“困难地”

造林中，新挑战不断出现。造林人像
老愚公一样，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孔山刀剑立，沁河龙蛇走。”从白
居易当年吟咏济源山水的诗句里，能
感受到孔山之险峻。

孔山也是造林“困难地”，属石灰岩
地质，石头更硬，土更少。个别区域坡度
甚至超过45度，勉强能站住人，冬季风
大，稍有不慎就有被吹落山崖的危险。

孔山造林时的一个细节，南山林
场护林队长王备战至今难忘。

“山太陡了，为确保工人安全，垒
鱼鳞坑时身上都要系上绳子。”王备战
说。一般“困难地”，一个工人一天能
垒十多个鱼鳞坑，这里只能垒三四个。

鱼鳞坑做好了，填土更难。土被
运到山脚下后，由工人从山下背上山。
特别陡峭的地方，提前悬着一根绳，工
人背着土拽着绳子一步步往上爬。

勇于创新，也成为攻坚克难的“金
钥匙”。

缺少石块的砂地或非风化岩石地
块，垒鱼鳞坑缺少石块，济源还发明了

“鱼鳞板”，由可降解的玻璃钢制成，代
替石块垒砌的鱼鳞坑。

思礼镇万洋山造林时，因缺石块，
就用水泥垒砌成“鱼鳞堰”，每个“鱼鳞
堰”成本达 60 元，每亩造林成本达
2700元。

济源愚公移山精神干部学院实施
了山体绿化工程，今年 4 月刚完工。
这里山势很陡，运土十分不便。工人
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先用车把土送到
山顶，再通过管道，让土流到坑内。

让济源造林人欣慰的是，经过艰
辛奋战，如今“困难地”上造林成活率
不低于90%。

“困难地”造林，济源还造出了知
识产权。

在总结“困难地”造林经验的基础
上，济源市林业局制定了“困难地”造
林技术规程，2014年经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发布实施，成为省级技术标杆。

2015年，全国防护林体系工程建
设培训班在济源举办。卢战平回忆，
来自南方省份的林业工作者连连感
慨，在水土条件远不如南方的济源山
区，竟取得这样的成绩，太让人震撼了。

愚公“移山”换来金山银山

赵庆富是承留镇卫佛安村人，村
子紧邻南山林场。他发现最近村庄附
近的红腹锦鸡越来越多，多年不见的
野猪也出现了。夏季气温变低了，麦
子比山下的明显晚熟。

“树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槐
花开时，空气都是甜的。”赵庆富说。

赵庆富深切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但他不知道的是，南山林场公园已被
评为“中国森林氧吧”。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
干，60年绿色接力棒的代代传承，10
多年“困难地”造林的艰辛执着，一座
座荒山变成了林海，愚公后人书写出
优异的生态文明答卷。

如今，济源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06%，居全省第二位。近70万亩人
工林每年可增加涵养水源 5000万立
方米，减少水土流失 80万立方米，有
力地保护了小浪底水库的生态安全，
黄河主河道济源段的水质常年定性评
价均为“优”。

省统计局今年 4月发布了《2016
年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
公报》，济源绿色发展指数、公众满意
程度均居全省第一。

三岔河村的濯濯童山，如今满目
苍翠。村民高兴地告诉记者，树长起
来后，环境变美了，山也能养住水了，
再大的雨也没毁过庄稼。

青山如黛，绿水潺潺，济源成为植
物的宝库、动物的天堂。

济源境内有包括红豆杉、青檀等
珍稀植物在内的植物品种1800余种，
包括金钱豹、黑鹳、白天鹅等珍稀动物
在内的动物品种700种。

林场保护区内设置了红外相机，
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原麝多次“上
镜”。今年 5月放归野外的梅花鹿群，
已经顺利产下了“鹿二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济源
的乡野山村穿行，这句话时时在脑海
里萦绕。

承留镇花石村过去全是荒山秃
岭。在70多岁的村民聂济发印象中，

村子周围全是黄颜色。现在，花石村
可谓举头千山绿。

环境好了，离市区又近，花石村成
了济源有名的旅游村，陆续上了草莓
采摘园、水上乐园和梅花园等项目，人
均年收入从 2012 年的 11405 元增加
到去年的21879元。

卫佛安村如今游人也越来越多，
赵庆富正打算从乡村旅游上增收致
富。他自信地举起自己蒸的馒头说：

“我这农家馍以后也要创个品牌。”
在过去只注重绿化的基础上，近

年来济源按照绿化美化相结合的原
则，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合理搭
配造林树种。

以抗旱、耐瘠薄的侧柏为主，同时
混交五角枫、黄连木、黄栌等彩叶树
种，点播山杏、山桃等，打造出四季常
青、春夏有花、秋有红叶的自然景观，
为乡村旅游助力。

济源不断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
生态化，林下经济快速发展，培育了柳
江牧业、阳光兔业、丰之源饮料等龙头
企业，林下经济产值达6.2亿元。

绿水青山，正在愚公故里释放其
蕴含的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构建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
格局。

济源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
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城市 、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
明市等国家级荣誉，一块块闪亮的金
字招牌讲述着济源的别样精彩。

王屋镇五里桥村有个小游园，绿
意葱茏、景色秀丽，这里是济源市的义
务植树基地。

其中一块巨石格外醒目，上边镌
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山水林田湖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
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
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风过山林，涛声阵阵，这块巨石让
人久久难忘。○4

（标题书法 韩嘉俊）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从田间采集的青蒿样本，经过粉
碎、萃取、浓缩等环节后，被送入“高大
上”的精密仪器中进行检测分析……
火热的 6月，在河南黑马动物药业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比室外温度更高的
是梁剑平教授带领科技团队埋头攻关
的热情。

2015年，当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
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方法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已是中国农
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天然兽
用药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的梁剑平来

到禹州，担任黑马药业公司首席研发
经理。如今，由梁剑平领军研发的利
用重离子辐照选育高品质青蒿新品种
项目，成功入选由屠呦呦主持的国家

“十三五”新药创制重大项目子课题，
并获得国家项目资助资金1780万元。

“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破译青
蒿‘密码’，培育高产青蒿素的青蒿品
种，实现青蒿素的低成本、高质量提取
和产业化应用。”梁剑平说，他们获批
组建的河南省青蒿素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已成功选育出多个适合北方地区
种植的青蒿品种，打破了青蒿只能在
长江以南区域种植的传统。目前，禹
州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青蒿种植基地
和青蒿素生产线，建成后青蒿素年产
量可达 60吨，产品主要应用于疟疾、
红斑狼疮等流行性传染疾病的预防和

治疗，销往南非、肯尼亚等非洲国家。
2015年以来，梁剑平率领团队进

行科研攻关，在青蒿素的兽用项目上
取得显著成效，用于防治鸡球虫病的
兽用青蒿散取得了国家三类新兽药临
床批件。此外，他们开展的黄芪多糖
生物发酵提取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项
目，使具备抗病毒、抗氧化等多种效用
的黄芪多糖的提取率提高了 30%，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梁剑平到来后，每年仅科研项目
转化就能带来上千万元的直接效益，
还为未来发展厚植了优势。”黑马药业
公司负责人郭建钊介绍，经过梁剑平
牵线搭桥和大力推动，禹州市天源集
团与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进行技术
合作，双方在青蒿素生物药品生产、生
物质热电联产改造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依托青蒿素研究成果，他们还与
苏丹国家农牧渔业部签订了国际实验
室合作项目协议，双方将在中药抗病
毒兽药在苏丹畜牧业的应用等重点领
域展开合作。

“科学要实事求是。我们就是要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青蒿更多的

‘秘密’显现出来，让青蒿素更好地造
福社会。”梁剑平说。③8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孟向东 通
讯员 杨莉莉 杨振辉）记者从南水北调
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了解到，截至6月
1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陶岔渠首
调水入渠水量累计达150亿立方米，工
程沿线 5310 万人喝上了“南水”。其
中，累计供应我省52.4亿立方米。

据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三年多来，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等
沿线 19座大中城市的 5310万居民喝
上了“南水”。其中，北京 1100万人，
天津 900 万人，河北 1510 万人，河南
1800万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通水以
来，沿线受水省市供水安全系数有效
提升，居民用水水质明显改善，中线工
程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日益突显。
在北京，南水北调水占城区日供水量
的 73%，全市人均水资源量由原来的
100立方米提升至 150立方米。在天
津，14个行政区的居民都喝上了“南
水”，天津从单一“引滦”水源变双水源
保障，供水保证率大大提高。在河北，
南水北调工程让 400多万人告别了高
氟水、苦咸水。北京、天津等受水区加

快了南水北调水对当地地下水水源的
置换，已压减地下水开采量逾 8亿立
方米。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6 月 17 日 8 时，丹江口水库水位
160.32米，库容200.82亿立方米，陶岔
渠首流量每秒384.33立方米。截至当
日 8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三年多来
累计向我省供水 52.4 亿立方米，受益
人口 1800万，惠及 11个省辖市、2个
省直管县（市）。③5

破译青蒿“密码”延伸产业链条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达150亿立方米
其中供应我省52.4亿立方米

院士博士在一线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宋
庆党）律师拿着法院出具的调查令，可
以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不配合者
可能面临处罚。6月15日，漯河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该院与
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共同制定的《关
于执行实施案件使用调查令的若干规
定（试行）》。据介绍，通过联合发文确
定律师调查权，这在全省尚属首创。

该规定指出，接受调查的单位或
个人应当根据调查令指定的调查事项
当场提供有关证据。当场提供有关证
据有困难的，要书面说明理由，且最迟
7日内向持令人提供调查令所指定的
证据。有协助调查义务的单位或个
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或妨碍持令律师

调查取证的，持令律师可及时向签令
法院报告情况，由法院根据情节轻重，
依法予以处罚。对有协助调查义务的
单位拒不协助的，人民法院可以向监
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
分的司法建议。

有“尚方宝剑”，也要防止权力滥
用。有四种情形不得使用调查令：涉
及国家秘密的；代理律师能够自行调
查收集的；与本案执行无关的；其他不
宜持调查令调查的。

参加发布会的律师代表认为，律
师调查令是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
的体现，通过“放权”拓展对被执行人
财产调查的渠道和空间，有助于解决
执行难。③4

□林州市委书记 王军

提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上

个世纪，林州人通过奋斗修建了举世闻

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走进新时

代，林州人加快奋斗的脚步，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新

征程、指导新实践，续写着新的奇迹。

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始终是人们的共同梦想。

开凿一条水渠，让清澈的漳河水
穿越巍巍太行山，工程量之大、技术难
度之高，以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条件
和技术水平来说，这个梦想简直遥不
可及。但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坚
信，只要奋斗，就能引来甘泉水。

10万林县人以“誓把山河重安排”
的豪情壮志，硬是靠艰苦奋斗的精神，
用双手一锤一钎地开凿，一砖一石地
砌筑，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劈山修
渠，建成了总长 1500公里的红旗渠，
结束了林县水源匮乏、十年九旱的历
史，喝上了幸福水。

在此后几十年里，林州人出太行、
富太行、美太行、福太行，不断丰富着
奋斗的意蕴，持续开拓着幸福的内涵。

只有奋斗，才能创造更多更好的
物质财富。近年来，林州市突出招商
引资主抓手、创新驱动主动力，三次产
业比不断优化，达到 4∶54∶42；坚持高
质量发展，围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和
电子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培育打造

“九个百亿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工业

经济；发展壮大“总部经济”，做大供应
链企业，培育壮大林州建工集团，进一
步叫响“中国建筑之乡”品牌。2017
年，林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50 亿
元，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蝉联河南十强。

要创造美好生活、得到幸福，必须
不懈奋斗。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
物质，人们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充实感、
幸福感。林州抢抓文化旅游业的风口
机遇，变景点旅游为全域旅游，积极发
展教育培训、养生养老等新业态，让旅
游业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依靠“质
量”“品质”“服务”发展的新路，推进结
构优化和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可持续
健康发展，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奋斗的征程中，坚持党建主业
主责，以村社一体化为突破口，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着力推进基层党建
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严
从实管党治党，以风清带气正，以气正
转作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幸福无止境，奋斗在路上。改革
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以自己的理想、奋
斗、坚韧、奉献，成就了当代红旗渠精
神——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
已，奋斗不息。

林州人的实践证明：世间万事万
物，唯有奋斗能与幸福画等号。要想
获得幸福，别无他路可寻，唯有奋斗一
途。虽然奋斗之根是苦的，但幸福之
果是甜的。③7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整理）

接续奋斗写幸福

大峪镇小横岭“困难地”造林工程。 本报资料图片

漯河首创律师调查令介入执行

学习贯彻十九大·县委书记在行动

6月15日，博爱县秀珠小学五（6）班的同学们在展示自己制作的“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手抄报。该校通过升旗仪式、播放电影等形式让学生了解英雄事迹、颂
扬英雄精神、学习英雄精神，让英雄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榜样。⑨3 程全 摄

南山林场上的侧柏迎风挺立。 本报资料图片

居民喝上了“南水”
其中
北京1100万人
天津900万人
河北1510万人
河南1800万人

万
5310

我省受益人口
1800万
惠及11个省辖市
2个省直管县（市）万

1800

梁剑平带领的团队拥有国家专

利 30 余项，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在

黄淮流域首次成功培育、种植青蒿，

并推动以青蒿素为原料的生物药品

大步挺进非洲等国际市场，成为全省

医药健康产业的标杆。③8

发展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