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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牛国梁

“过去线路老化，用电高峰电压低，
现在好了，电网改造，全村群众都能用上
放心电了。”2月1日下午，在宜阳县董王
庄乡左沟村，国网洛阳供电公司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接火用电，即将到来的春节，
该村413户村民再也不用为电发愁。

左沟村地处丘陵地区，由于该村10
千伏及以下线路老化、户均容量偏低，存
在低电压问题。按照规划，左沟村电网
改造已被列入 2019年配网建设首批工
程。为让村民过个“亮堂年”，洛阳供电
公司决定提前施工，35名工作人员从 1
月 30日下午开始，冒风雪、顶严寒对左
沟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

经过两天奋战，1 台 100 千伏安变
压器已安装到位，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农

田里，15根新架起的电杆格外显眼。“看着施工人员
顶风冒雪为我们解决供电问题，大伙儿心里特别温
暖。”左沟村6组村民陈刚说。

感受到温暖的，不止左沟村村民。在宜阳县董
王庄乡前村5组的村民王广灿家中，暖意融融。

“过去，每到刮风下雨下雪，村里就要停电。去
年，供电公司对村里进行了电网改造。如今村里的
506户村民再不担心用电问题了。”王广灿笑着说。

截至去年年底，洛阳市已全面完成6个贫困县电
网助推脱贫任务，完成了669个贫困村、225个深度
贫困村，以及534个中心村、96个非贫困村的电网改
造，全面实现了户户通电和村村通动力电。③6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用这个火车头，拉着企业驶向更加
生态环保、更加天蓝水绿的春天。”这是
济源钢铁公司一位职工诗人近日写下的
诗句。

职工诗人创作激情的迸发，缘于济
源钢铁公司的一个新举动——买了一个
火车头。作为一家地方民营企业，济源
钢铁公司为何要直接购进一个火车头？

“呜——”随着一声响亮的火车汽笛
声，1月 30日，一列铁矿石专列从济源
火车站驶出，顺着铁路专线，直接开进了
济源钢铁公司的全封闭料仓。

“这就是公司刚刚斥资 300万元购
买的火车大机车。”济源钢铁公司原料厂
厂长赵晓军指着火车机车说，公司原料
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运输之后，每年可
以节约取送车费用 500万元左右，减少
原料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避免了沿途粉尘污染，还减少了汽车的尾气排放量。
济源钢铁公司年产能为 400万吨，每年进厂的

各种物料近千万吨。该公司认识到，只有绿色转型
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该公司厂区内已有 8条铁路专线。该公
司还对原料卸车区域进行全封闭改造，把原来“卸入
料坑—装车运输—卸入料仓—输送至原料厂”的流
程，改为由地下皮带运输直接进入料仓。目前该改
造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今年5月投运。

“这个机车算是我们新年购进的一个‘环保大礼
包’，为了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二台大机车
采购计划也正在考察进行中。”赵晓军说。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红灯笼、翠竹林，白墙黛瓦、整洁院
落。春节前夕，卢氏县双龙湾镇东虎岭村
文化大院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记者跟随省
人防办再次来到了美丽的东虎岭，应邀而
来的还有义诊团、爱心小分队，给乡亲们
送来了生活物资、义诊服务、常备药品和

“双扶驿站”建设资金的慰问大礼包。
“去年国庆节村里开展乡村旅游大

集，几天时间我就赚了4000多元呢。现
在又搬了新家，日子越过越好，真要感谢
党的好政策，还有驻村帮扶队！”70岁的
老汉莫君学说。

“这也要感谢您自己的努力，把农家
乐搞得红红火火，有苦有累才有得呀！”

省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贾宏伟握着莫君学的手说。
这次省人防办邀请到郑州五所三甲医院的专家

教授，他们组成了“八方缘”义诊团，一到村里顾不上
喝口水，就开始给乡亲们义诊。“驻村扶贫、一心为
民，我们会尽力帮助乡亲们解决寻医问药上的实际
困难。”“八方缘”义诊团团长柴温祥说。

据了解，春节走访慰问乡亲，是省人防办 2012
年驻村扶贫以来的传统，特别是近 3年来，通过“结
对子”帮扶，与贫困户走亲戚，日益增进了与乡亲们
的感情，鼓足了脱贫攻坚的干劲儿。

入夜，气温骤降至零下10摄氏度。村委会党员活
动室里暖意融融，一场“迎新春、送温暖、谋发展、促脱
贫”座谈会正在热烈进行，在外务工的能人巧匠、素质
优秀的复转军人、富有朝气的大学生等围坐在一起，你
一言我一语，商议着东虎岭村的发展大计……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春节前后，正是大棚蔬菜成熟采摘
的好时节。

2 月 2 日上午，记者走进中牟县姚
家镇刘张村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棚内
种满了西兰花、有机花菜、萝卜等蔬菜，
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装箱。

“刘书记，萝卜市场销售不太好。”
“种植结构有点单一，要增加蔬菜种
类。”室外天气寒冷，大棚里温暖如春，
在村民王利伟的蔬菜大棚里，一场特殊
的村党支部会议正在举行。

“虽然村民的收入增加了，但还得
继续调整种植结构，要适应市场需求。”
听完意见和建议，刘张村党支部书记刘
松山说。

“咱们应该借鉴外村经验，通过土地流转，盘活
农户手中的‘一亩三分地’，实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
农业。”党支部委员刘钦说。

“去年万亩蔬菜大棚的建成，为咱村的产业发展
注入了活力。咱村应该发挥这一优势，围绕乡村旅
游进行规划，将咱村打造成城里人休闲的好去处。”
党支部委员刘书增建议。

“咱们要多听听群众的想法，众人拾柴火焰
高。”……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谈论得热火朝天。

“今天的党支部会很有意义，今后咱们党支部再
开会，还要当场说明问题，当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刘松山说。

“发展高效农业，让刘张村更富更美，让群众更
有幸福感，我们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刘松山、刘
钦、刘书增三人击掌，立下誓言。③6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祝庆

“没想到，山里人到郑州去逛市场，
能当天往返。以前，光到洛阳就要一天
时间。”发出这样感慨的，是栾川县庙子
镇桃园村村民伊晓丽。

伊晓丽能够当天往返郑州，多亏了
投入使用不久的我省首个高铁无轨站
栾川县站。

1月 30日上午，伊晓丽和丈夫常爱
卫坐“村村通”小客车到高铁无轨站栾川
县站，换摆渡专线车到达洛阳龙门站，在
那里乘坐高铁到郑州；当天下午，他们又
乘坐高铁原路返回，实现了当日往返。

此前，由于交通不便，村民们采摘
的板栗、山核桃、山茱萸等“山货”要等
经销商上门收购，“山货”烂在山上是常

有的事。
桃园村风景秀丽，周边山水相依。在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机务段驻村干部王延辉
的帮扶下，桃园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常
爱卫、伊晓丽开起了农家宾馆，纯天然的“山货”也
成了游客回城的“伴手礼”。当年，伊晓丽一家年收
入就有六七万元，实现了脱贫致富。

临近春节，从来没有乘坐过高铁的常爱卫和伊
晓丽决定坐高铁到省会“赶一趟集”，给老人、孩子
购置些新衣物，再给农家宾馆的房间买些装饰品。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伊晓丽说。
据悉，高铁无轨站栾川县站运营一个月多来，

已售出高铁车票 1000余张，不少从没出过远门的
山里人乘坐专线摆渡车走出大山，栾川县也间接跨
进了“高铁网”。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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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

2月 1日早晨 6点多，李元宝就赶往
郑州市西四环建设工地1标段4工区。

“凌晨 3点才在这里完成零号块的
现浇，一早又赶来是为了督促大伙儿给
混凝土做好‘保暖’。”李元宝一边说，一
边在 46号高架桥墩上和工友们一起拉
开厚厚的被子，把角角落落塞个严实。

46岁的李元宝是郑州四环建设者
中的一员，超过23年的工程建设经历让
他已经“荣升”为工地领班。“郑州四环线
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是迄今国内市政
道路中投资规模和单体工程体量最大的
项目。参与建设国内市政‘第一’路，咋
能不尽心？”在刚刚过去的30个小时里，
李元宝只睡了不到 4个小时，可提起工
地上的事，他立马精神抖擞。

采访在进行，李元宝手里的活儿没
停。他告诉记者，郑州市正在全力推进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四环快速化工程是其中的重点项目，质量要
求高，工期要求紧，从开工至今，他和工友们都不敢
有半点懈怠。按计划，今年 6月底郑州四环高架主
线将建成通车，为了保质保量完工，建设者披星戴
月，昼夜不息。“建四环，像打仗，节奏快！比如，1月
27日到 30日刚打了一场 55个小时的‘现浇仗’，一
次性浇筑混凝土2200立方米，1月 31日凌晨3点到
2月 1日凌晨又开始了 46号墩零号块的浇筑，紧接
着是53号墩……”李元宝说。

这个春节，郑州四环建设不停工，和李元宝一样
的大批一线工人，将用十足的干劲架起国内市政“第
一”路！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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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岳静

2月 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焦作市修武县红
利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却比往日更加忙碌。

“白菜和萝卜还有没有啊？可得给我留点
啊！”这不，老客户李红又来了。

“真不好意思，地里剩下的 2万多斤白菜全
都被北京和深圳的客户抢光了。不过还有一些
萝卜，我这就给您去拔，新鲜着呢！”合作社理事
长孙庆红一边招呼着李红，一边进了萝卜地。

“你猜猜我们红利丰的白菜在市场上卖多
少钱一斤？”孙庆红卖起了关子，“我们的白菜
市场上一斤卖四块五，一棵白菜能卖到二十块
钱！”

为何这里的白菜如此受追捧？孙庆红向记
者道出玄机：“我们的白菜是运用新品种、新技
术、新理念培育出来的，不但吃起来软糯无丝、味
道鲜美，而且整个生产过程不使用化肥农药，是

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蔬菜。”
2014年，孙庆红筹资500万元在修武县周庄镇成立红利

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在专家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一套
绿色有机农作物种植技术。除了白菜、萝卜，合作社还有6个
草莓大棚、1个火龙果大棚、3个杂交构树育苗大棚、60亩构
树母本、20亩蓝莓、24亩猕猴桃。

眼下，孙庆红的合作社种植规模已达到118亩，生产的蔬
菜、水果不但销往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还赢取了多份海外
订单。合作社还为周边村民提供20多个就业岗位，4名贫困
群众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2月 3日上午，鄢陵县花木盆景园的花木
大棚里，暖意融融。蝴蝶兰、仙客来，花开正
艳，姹紫嫣红；虎蹄蜡梅、檀香蜡梅，造型新
颖，香气扑鼻。

花木盆景园总经理刘春真一边忙着接待
一拨购花客人，一边和记者打招呼。这拨客人
慕名从武陟县赶来购买年宵花。“久闻鄢陵蜡梅
花型大、花期长、香味浓，一看确实名不虚传。”
手捧中意的蜡梅盆景，客商赵景乐呵呵地说。

“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消费观念也在改变，
盆景盆花被列入不少家庭的‘年货’清单。”刘
春真说，“我们园里的蜡梅盆景最近卖出去了
1000多盆，差不多比去年这时候翻了一番。”

刘春真从事花木这一行有 30多年，最初
是“小打小闹”农闲时种花，如今建起了 6个
温棚，拥有大小盆景 5万多盆，300多个花木

品种，其中珍稀品种 60多个，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买主。
说起花木产业的发展，她感慨颇多：“鄢陵花木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专注与坚守，比如连续举办18届的花博盛会，
让鄢陵美名在外，也让花农直接受益。”

刘春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省人大代表。她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鼓舞人心，乡村振兴战略也让
我们对花木产业的发展更有信心。”

今后如何做好“花”文章？刘春真表示，要拓市场、育
精品，尤其要打造好鄢陵蜡梅品牌，让更多质量上乘、价
格亲民的小型盆花和盆景进入寻常百姓家。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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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郑州中牟黄河湿地，
群鸟翔集。在中牟县狼城岗镇北的黄河滩区候鸟保
护区,郑州市森林公安局候鸟保护巡护队的工作人
员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保护候鸟安全过冬。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蔡彦玲 摄

坚守与感动

▲近年来，随着灯笼进校园、
进社区等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了解传统汴京灯笼。临
近春节，“汴京灯笼张”第七代传承
人张俊涛在汴京灯笼张民间艺术
博物馆内整理灯笼，喜迎宾客。
新华社发

◀2 月 1 日，在汝阳县纪委
监委大院，书法爱好者为干部群
众义写廉政题材春联，倡导大家
过一个廉洁、祥和的春节。⑨3
康红军 摄

张灯结彩
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