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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
若狂。”5月 5日，以“国色天香、献礼
华诞”为主题的第 37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圆满落幕。

记者从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获悉，本届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
市共接待游客2917.15万人次，同比
增长 10.19%；旅游总收入 274.28亿
元，同比增长13.36%。

书 香 花 香 辉 映 ，诗 和 远 方 同
行。最美四月天，洛阳牡丹文化节
为海内外朋友献上一场精品荟萃、
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花香书香辉映 文化内
涵更深

作为牡丹文化节重头戏，洛阳
策划了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国色
天香·牡丹赏花”系列活动，在提升
牡丹观赏园艺基础上，还举办“武皇
游春”情景演出、牡丹航天育种科技
展、“牡丹诗词”快闪、专家带你识牡
丹等活动，广受游客好评。

同时，洛阳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积极策划了洛阳首届牡丹飞
花大会、隋唐洛阳城国家保护与传
承系列活动，包括九洲池开园仪式、
隋唐文化月、“行吟洛阳”千人诵唐
诗、“博礼洛阳”文创展示、“来点唐
妆”等系列活动，扩大“隋唐洛阳城”

品牌形象宣传。
此外，在去年推出 10 条“博物

馆之都游”精品线路基础上，洛阳市
还推出更多特色鲜明、各具特点的
博物馆之都旅游产品和线路，满足
不同游览需求，让中外游客通过“博
物馆之都游”，充分体验千年古都的
城市文化魅力。

强化文旅融合 惠民举
措更实

利民惠民、扩大共享一直是牡
丹文化节的办节宗旨之一。

今年文化节期间，洛阳在继续
执行“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
收费、社会车辆不禁行、餐饮住宿控
涨幅、环城高速豫C车辆免费通行”
等惠民政策基础上，新推出“体育场
馆限时免费开放”“市区景点+县
（市、区）景点有折扣”等惠民政策。

游客凭市内牡丹园、龙门石窟、
白马寺、天堂明堂景区门票享受到洛
阳各县（市、区）景区门票半价折扣的
优惠措施，同时，马派戏曲艺术周、广
场文化狂欢月等丰富多彩的惠民消
费活动，也让更多群众共享牡丹文化
节的发展成果和节会红利。

洛阳旅游正在实现“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值得一提的
是，本届文化节落实深化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工作要求，在洛邑古城非
遗文化产业园举行的第三届河洛文
化大集将集中展示文旅创意产品、

文化演艺、非遗技艺等，进一步促进
文化消费、推动文旅融合。

融入“一带一路”“国际
范儿”更足

4 月 10 日，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洛阳开幕。

来自中东欧 16 个国家的嘉宾
围绕“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主题
深入交流，对洛阳“文物遗产保护与
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洛阳地理位置优越、植被茂
密，同时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这
些都让我印象深刻。”来自波兰国家
文化遗产局世界遗产处首席专家芭
芭拉·弗玛尼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大赞洛阳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

无独有偶，第十三届中国河南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洛阳分会场，
专家学者就“共和国长子”企业“老
树发新枝”，高新技术、新兴产业“新
树结硕果”等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牡丹之约·全球产业融合论坛”、
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2019年“一带
一路”洛阳旅行商大会等活动，也吸引
人才、项目、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
洛阳汇聚，厚植产业发展基础。

一朵花惊艳一座城。
成功举办37届的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已成为洛阳的一块“金字招
牌”，也成为弘扬优秀文化、促进文旅
融合、拉动文旅消费、展示发展成就、
惠及广大群众的纽带和平台。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孙琦英）5月 6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计划在全省
范围内招募 1100名高校毕业生充实

“三支一扶”队伍，招募人数比去年增
加了100名。

2019年应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
业生（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2017年、2018年离校未就业全日制
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年和 2018年
退役的服义务兵役高校毕业生都可以
报名。省内全日制技工院校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
参照大专、本科文化程度报考。本次
共招募 1100名“三支一扶”人员，其
中，支教160名、支农207名、支医156
名、扶贫316名、水利73名、社会保障

基层服务 188名。服务期限为 2019
年 9月 1日至 2021年 8月 31日。有
报名意向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在5月11
日至13日工作时间，到所报服务地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三支一扶”办（单
列县由所在省辖市负责）报名。

据了解，服务期内“三支一扶”人员
的 工 作 生 活 补 贴 ，专 科 生 不 低 于
2500元/月、本科生不低于2600元/月、
研究生不低于2700元/月。本次招募
的“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满 6个月
以上的还可以获得一次性安家费补贴
3000元。服务期满后，考核合格人员
自愿留在服务单位的，在单位编制限
额内可以办理入编及聘用手续。如服
务单位无编制空缺的，在县（市、区）缺
编事业单位范围内聘用。③5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要么是上帝的后花园，要么是上
帝在这里打翻了调色盘。”5月 2日，一
位采风的诗人站在济源市王屋镇柏木
洼村的白菜制种基地即兴创作。站在
高处放眼望去，满山花黄，遍地铺金。
济源市绿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绿茵种苗）总经理侯三元微笑着说：

“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美丽的事业！”
绿茵种苗是一家专业从事蔬菜种

子生产的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甘蓝、洋
葱等杂交种子的生产技术已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在绿茵种苗的带动下，济源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菜制种
基地。绿茵种苗生产的种子行销“一带
一路”沿线众多国家。

几年前，一家知名的国外种子公司
研发出新一代青花菜品种，但不具备育
种条件，该公司将育种订单交给了绿茵
种苗。绿茵种苗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
一个技术团队，耗时两年进行了去雄授
粉等 13 项创新实验，终于生产出了符
合对方要求的合格种子。

当绿茵种苗满怀希望期待与对方
进一步合作时，对方却武断地认为，绿
茵种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育出种
子，说明该项技术并不难，何不与收费
更低的公司合作？于是单方面终止了
合作。让这家公司想不到的是，他们与
新西兰、智利、美国等国家的多个公司
合作 3年后，却没有一家能培育出合格
的种子。无奈之下，该公司重新找到绿
茵种苗合作。

“我们能取得国际信誉，靠的就是
勤恳务实。”侯三元说。

“产业发展到哪儿，就要让哪儿的
老百姓富起来。”绿茵种苗在做大做强
的同时，助力精准扶贫，建立“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助力山区
群众走产业脱贫之路。

绿茵种苗不仅免费为贫困户提供
农资、技术服务，还给予 180元/亩的生
产资料补助。“去年公司以邵原镇郝坡、
张凹等贫困村为核心，新发展蔬菜制种
户 260余户，其中贫困户 86户，户均增
收约 7800元。”侯三元说。在绿茵种苗
的辐射带动下，济源市 8 个镇 92 个村
4100多户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要加快制种技术的研发，向
机械化、智能化方向迈进。”谈及未来，
侯三元信心满怀。③5

□本报记者 卢松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许多杰出的
女革命家深受人民尊敬，陈少敏就是
其中之一。

“陈大姐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为豫鄂边区根据地和新四军第
五师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4
月 30日，在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确
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罗平均讲起
了陈少敏的英雄人生。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1902年出
生于山东寿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她的父亲孙万庆曾参加过辛亥
革命。从小受父亲的影响，陈少敏敢
于向封建礼教和恶势力挑战。1927
年，陈少敏秘密参加了中国共青团，
1928 年，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
成长起来的陈少敏在党旗下庄严宣
誓，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 6月，陈少敏奉命来到中
原地区，先后担任洛阳特委书记、河
南省委组织部长兼豫南游击队政委
等。“在中原‘小延安’——确山竹沟，
她负责开办了 2期党训班，每期 3个
月，培训全省各地的区县级党员干部
600余人。”罗平均说，党训班为在整
个河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骨
干队伍，准备了大批干部。

1939 年，受中原局书记刘少奇
委派，陈少敏率部挺进湖北赵家棚与
李先念部会合。随后，以陈少敏为书

记的鄂中区党委成立，李先念、陶铸
等为委员。同时组建了新四军豫鄂
独立游击支队（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五
师），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
委。后来，陈少敏又出任豫鄂边区党
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是我党长期主
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
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面对日伪反动派的进犯、“围剿”，
陈少敏和李先念等人周密计划，先后组
织了新街战斗、肖家店战斗等，给敌人
以沉重打击。陈少敏在中原抗战的英
雄事迹广为流传，豫鄂边区曾专门生产

“女将军”牌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位跃马
举枪的女将，中原百姓们说：“那就是俺
们爱戴的大脚女将陈大姐！”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原解放区根
据中央指示，成功进行“中原突围”。
陈少敏全程领导和参与了这次伟大
的突围行动，胜利到达延安后，受到
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先后任全
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文革”期间，陈少
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二中
全会上，她以“不表态”“不举手”的方
式，公开抵制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错误
决定，为此誉满全党。

在确山县与桐柏县交界处，有一
棵皮柳树枝繁叶茂，昂然挺立。1945
年，李先念与陈少敏等在树下谋划了桐
柏战役的打法，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这棵历经
沧桑的皮柳树，又见证着中原人民脱贫
奔小康、追梦美好生活的新征程。③8

□本报记者 李运海

4 月 30 日上午，鹤壁市淇滨区钜
桥镇刘寨村的一块麦田里，农民孙建
彬正在给小麦喷施调制好的菌剂。

这是在给小麦打药吗？孙建彬说：
“这可不是化学农药，而是省农科院研
发的微生物菌剂，防治小麦‘红头病’效
果特别好。”

小麦“红头病”也叫赤霉病，是严
重影响小麦产量的病害之一，发病后
麦穗会慢慢变成红色。50岁的孙建彬
流转土地 600 亩，种的全是优质强筋
小麦。他说：“一旦感染了‘红头病’，
小麦产量会降低，品质也会下降，价格
再便宜也难卖出去。”

防治小麦“红头病”，很多农民选择
打化学农药，但孙建彬担心农药残留会
影响小麦品质。有没有一种不打农药

也能防治病害的方法呢？他了解到省
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出了YB系
列微生物菌剂，可以对“红头病”等小麦
病害进行生物防治。双方一拍即合。
去年，孙建彬拿出100亩地作为省农科
院实施生物防治的示范田。他说：“去
年试验效果特别好，不但没有发生小麦
病虫害，每亩地还增产200多斤。好几
家面粉厂抢着要示范田的小麦。”

于是，孙建彬今年又拿出100亩地
作为示范田。“生物防治听着神秘，做起
来很简单。种麦时用菌剂拌种，小麦拔
节前喷施菌剂，如今正是抽穗扬花期，
也是防治赤霉病的关键时期，再喷施一

次菌剂。”他拔起一棵麦苗说：“看，今年
的小麦根系发达，根部、茎部都没有病，
这说明防治效果很好。”

YB 系列生物菌剂为什么能防治
“红头病”？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副研究员夏明聪解释，研究人员从小
麦的根部、土壤，或者发病部位等分离
生防菌，经过发酵优化、助剂筛选等步
骤研制出微生物菌剂，用于小麦生产
过程，实现以菌制菌。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双减”专项、省“四优四化”科技支
撑行动、院市共建等项目支持下，省农
科院已经在邓州、永城、商水等地进行
了示范。结果显示，该微生物菌剂对小

麦全蚀病、纹枯病、赤霉病等防治效果
显著。夏明聪说：“微生物制剂不仅防
治病害效果好，还具有增产作用，可促
进小麦稳产高产，提高小麦品质；同时
还能改善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实现减
量施药，生态效益显著。”

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的
微生物菌剂已经取得原农业部农药登
记证，成为首个应用于小麦病害防治的
微生物制剂。这种菌剂得到了农民的
广泛认可，小麦施用面积不断扩大，还
被用于瓜果、蔬菜等的病害防治。③8

田野里的 黑科技

试验田里的菌剂“小卫士” 我省招募1100名“三支一扶”人员

陈少敏：叱咤豫鄂边的巾帼英雄

蔬菜制种富山乡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扫一扫
看“黑科技”

花香书香满洛城
——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综述

牡丹文化节期间，龙门石窟游人如织。龙门石窟 供图

5 月 6 日，驻
马店恒久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制动
鼓生产车间，工人
正在忙碌。该公
司专业生产新型
双金属复合材料
制动鼓，其设备及
工艺均为国内首
创，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产品出
口美国、日本等国
家。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
“为确保培训内容精准、方式方

法精准、师资精准，学院在抓好‘六必
训’的基础上，围绕学习枫桥经验、健
全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等
内容，专门安排制定了教学计划以及
培训课程。”濮阳农村党支部书记学
院副书记、执行院长王连胜介绍，作
为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通
过承办此次培训班，学院实现了单期
培训涉及范围最广、培训规模最大、
教学内容最多三个突破。

如何让课程更加符合基层干部
的口味？培训中，李连成、裴春亮、代
玉建、赵化录、张荣锁、耿瑞先等熟悉
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乡镇党委
书记、村党支部书记走上讲台，现身
说法，说百姓话、讲基层事，让学员们
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带着想法
来，带着办法走。

“作为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李
连成书记的事迹一直鼓舞着我。他
曾说‘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这句话
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邓州市
夏集镇杨河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占军
说，“这次培训中有一堂课是‘与连成
面对面’，能够现场听李书记的报告，
我感到收获非常大，很多以前想不明
白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对做好社区今
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村庄做教室大地当课堂

把家里卫生打扫好，和邻里关系
相处好，村里组织的活动参加好等等，
都能得到幸福积分，累计的积分还能
在镇里的幸福超市兑换商品……4月
25日，正在参加现场教学的原阳县阳
和街道办事处樊庄村党支部书记樊帅
被获嘉县照镜镇东彰仪村的“幸福积
分管理工作法”深深吸引。

“很解渴，真管用！”今年刚满 30
岁的樊帅表示，东彰仪村的环境整治
和幸福积分管理工作法十分符合樊庄

村实际，拿回村里就能用，“培训结束
一回村，我就准备抓紧时间实施，争取
早日带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

在焦桐下感悟焦裕禄精神，走“红
飘带”“水长城”，徒步穿越回龙挂壁公
路，走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明星
村”……为期7天的培训中，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们通过实地观摩体验，查
找差距、学习经验、明确方向，他们把收
获与激情化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
内生动力，融入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

“通过这次培训，我对焦裕禄精
神有了更深认识。新时代的基层干
部不仅需要苦干、实干，也需要不断
地创新。”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小曹
村党支部书记曹义会说，小曹村近几
年产业发展和村集体经济有了长足
的发展，下一步将把课堂上学到的兰
考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在美丽乡村
建设上寻求更大的突破，早日让小曹
村家家富裕、庭院美丽、百姓开心。

“培训内容精彩实用，越学越想
学，越看越想干。”新蔡县砖店镇周寺
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喜指着记得密密
麻麻的笔记本激动地说，当了 35年
的村支书，虽然工作经验已经很丰
富，但如何激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
济这个问题却困扰了他很久，正处于
知识“饥饿”状态，这次培训就像一场

“及时雨”，为自己“充足了电”，“回去
后一定要好好消化，学习新乡的经验
补好村里的发展短板，让村里的集体
经济逐步壮大起来。”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全省将培训2.5万名左右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其中省级培训 1万名左
右，市级培训1.5万名左右；2020年计
划再培训2.6万名，实现全省5.1万名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全覆盖。“我
们将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促使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将培训成果转化为谋
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
工作的本领，真正实现学有所获、学有
所得、学有所成。”该负责人说。③5

让“领头雁”羽翼更加丰满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