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最南端，牛屯镇高营村村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太行山下，改造后的止方村引来八方

客；马鞍山里，一碗手擀面勾起游客味蕾；滑县双村营西瓜种植大棚里，种瓜大户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春末夏初，记者行走在安阳各地，观察农村新变化，对话农民新理念，感受

农业新气象，记录“乡村振兴”大路上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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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生活垃圾分类
进入“智能时代”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封闭式储存、刷卡投
垃圾、按重量换积分兑礼品、具有满溢报警功能……如此

“高科技”的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安阳已投放100余台，有5
万余户市民“尝过鲜”。

“咱这个回收机最大的亮点是‘吃垃圾、返积分’。”4月
23日，在安阳市文峰区安惠苑小区的智能垃圾回收柜面
前，工作人员正在给居民们演示如何使用。4个亮蓝色箱
体是可回收类垃圾，被分为纸张、金属、塑料、玻璃；1个有
害垃圾回收箱为鲜红色，分设废旧灯泡、杀虫剂、长灯管等
6个投放口。垃圾箱左侧，摆放着一台积分兑换机，透明橱
窗里有肥皂、洗涤液等生活用品。

持有智能垃圾分类居民卡的住户，投放垃圾前，可按照
智能机器上的提示，选择所投放的垃圾类别。垃圾投放后，
箱体底部的称重仪器会根据重量等数据，生成个人积分，在
积分兑换机换取肥皂、洗衣液等相应物品。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安阳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今年年底，生活垃圾智能分类系统覆盖范围将扩大到 10
万户，并建成可回收垃圾分拣中心。7

地方传真

安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
建成揭牌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4月 30日，安阳市职
工文化体育中心揭牌仪式举行。该中心位于中华路与文
明 大 道 交 叉 口 东 南 角 ，是 全 市 重 点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41838.3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557平方米，总投资约2.9
亿元，设计为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据悉，建设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是安阳市委、市政府
为满足广大职工群众文化体育需求、顺应百万职工期待谋
划的一项民生工程，也是该市工运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随着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的建成启用，这里将成
为全市职工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的新舞台，展示该市工人阶
级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据了解，中心一层主要设置游泳馆、羽毛球馆和多功
能用房等，二层主要设置多功能剧场、乒乓球馆、台球室
等，三层主要设置小型演出厅、篮球馆、健身馆及部分职工
技能培训室等，四层主要设置工运史馆、餐厅和部分职工
技能培训室等，地下一层为停车场。7

5月 1日，汤阴县举行“岳乡榜样·汤阴模范”石刻群揭
碑暨“榜样模范游汤阴”活动。

近年来，汤阴县大力推进严党风、抓政风、淳民风、正
村风、美家风“五风”建设，连续三年选树各级各类各行各
业“岳乡榜样·汤阴模范”3000多名。该县还专门在人和
公园内打造榜样模范主题广场，设置榜样模范主题石刻
群，传承和弘扬先进榜样模范精神。图为榜样模范乘坐观
光游览电瓶车，沿汤河景观游览环线感受汤阴的新变化、
新气象。7 (杨之甜 于红川)

乡村五月人倍忙“振兴”路上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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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什么是“小确幸”？日本著名作家
村上春树说，它是内心深处那份最真实
也最美好的感觉，不因贫富而有差距，
不因身份而有不同。

在滑县牛屯镇高营村，有一群人正
在为让百姓获得“小而确实”的幸福而努
力，精心勾画着农村版“小确幸”的模样。

5月 2日，记者来到高营村进行采
访。村不大，仅 200余户。一条 5米宽
的水泥路直通村内。村委会在村口，玉
米棒子搭成四个金黄的圆垛，仿佛在诉
说丰收的祈盼。

“别看俺村小、人少，说句不谦虚的
话，俺们的幸福感不比你们城里人差
啥！”村党支部书记高龙江说。

高营村曾是贫困村，2016 年才脱
贫，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哪儿来？

2018年年初，村委会换届，高龙江
全票当选村支书。工作千头万绪，从哪
里突破？村里坑塘多，蚊虫多，村容村
貌差，村民不满意。村委会决定先从改
善村民居住环境入手。

说干就干。当年清明节假期后第
一天上班，高营村开始“整容”：收回空闲
宅院 8处，拆除破旧危房 12座、残垣断
壁500米，为外墙上方刷白漆、下方画灰
砖，修建马头墙、花格窗，新增特色游园
5处，建设绿色景观长廊100米……

几个月后，村里原本满是垃圾污水
的 4个坑塘焕然一新：续上干净水，种
上观景睡莲。塘边竹林幽幽，绿草茵
茵，亭台栈道，健身步道……生活多年
的旧家园变成新公园，村民们简直喜出
望外，一下子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此后，高营村百姓的幸福感不断增
强。

去年年底，80后滑县小伙郑飞月
偶然来到高营村，被这里的环境吸引，
欣然应邀投资2000万元建设一家日产
5吨的手工水饺食品加工项目。“作为
滑县人，我愿意带动更多老乡增收致
富！”郑飞月介绍，工厂占地 15亩，4月
底正式投产，吸纳200人务工。“本村人

优先录用，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
“基础设施有了，居住环境美了，引

来企业，有了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关键是投入资金少，效果好，可复制
性强。省领导来俺这里考察时说，这里
是乡村振兴20字方针的微缩版。”牛屯
镇党委书记靳晓锋说，去年村委会换届，
全镇有8个村党支部全票当选。我们就
把这8个党建基础好的村打造成乡村振
兴试点。全镇下一步将借鉴高营村经
验，按照各村不同的资源禀赋，分步分批
推进乡村振兴工程。7

高营村村民有了“小确幸”

一个地处平原的小村，如何做好“乡

村振兴”这个大题目？高营村提供了一

个“模板”。如何让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小

村子走好自己的振兴之路，牛屯镇党委

的做法充满智慧，他们按照乡村振兴的

20字方针逐个落实。首先选择群众基础

最好即“治理有效”的村庄当作试点；全

面整治村容村貌，让村民“生态宜居”；招

来企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令其“产

业兴旺、生活富裕”，从而实现乡风文明。

对于像高营这样平原小村的村民来说，

这样的“振兴”不失为一种最简单的幸福大道。

记者手记

□本报通讯员 原金贵

“我们这里的山羊和野兔，呼吸的都是带着麦苗和油
菜花香味的空气，喝的是没有污染的井水，吃的是性温味
香的艾草，这样养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生态羊、生态兔。”5月
6日，在汤阴县瓦岗乡瓦岗村的县交通运输局扶贫养殖基
地，饲养员李师傅讲得神采飞扬。

在这里，羊圈、兔舍建在高大的杨树林里。舍内，优质
山羊、杂交野兔、白毛乌鸡、孔雀等，或优雅吃草喝水，或拖
着长长的尾巴闲庭信步。

今年以来，汤阴县交通运输局引进吸纳社会资金，注册
成立牵挂商贸公司，分别投资19万元和16万元，与帮扶村
共建养殖和果园两个基地。养殖基地建立“吸收就业—培
训贫困户—反哺村内生产—再吸收就业”的长效机制，既

“输血”又“造血”，激发村民脱贫的内生动力，带动村民稳定
增收。目前该基地正在对6户贫困户（脱贫户）进行养殖技
术培训。半年内所有贫困户（脱贫户）将培训一遍。果园基
地占地15亩，种植果树1550棵，采用“公司+村集体+贫困
户+社会爱心人士”的模式，吸纳20余户贫困户采取土地入
股、基地务工等形式，年户均增收1000余元。

“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此时脱贫攻坚既要看数量，
更要看质量。要想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探索建
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强化产业扶贫是关键中的关
键。”汤阴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韩建朝说。7

“绿色生态”铺就致富路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一碗手擀面，远离市区，还要电话
预定。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赵河村的

“花芹”手擀面魅力咋会这么大？
5月5日，记者驱车几十公里前往赵

河村一探究竟。村口西侧一个小院门
口，挂着“花芹”手擀面的指示标牌。主
人李花芹正在院子东侧的厨房里忙活。
灶台前摆着切好的香葱、蒜台、西红柿和
农家嫩豆腐。擀好的面皮叠成一条“长
龙”，李花芹手起刀落，一气儿从这头儿
切到那头儿，干净利落。大柴猛火、两口
铁锅，一口打卤一口煮面。不一会儿，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手擀面就做好了。卤子
浓郁鲜香、面条筋道爽口，客人说“吃出
了妈妈的味道”。

李花芹今年69岁，老伴儿走得早，
孩子在外工作，家中里里外外就她一个
人，日子一向清贫。2017年，安阳市政府
办公室驻村工作队来到村里，帮她修葺

房屋，给她家装上净水器。村第
一书记付文飞介绍，工作队驻村
之后，先后投入资金47.8万元，
修缮道路 3000 余米，重修古

“寨门”、石碾棚，修缮房屋、老石
墙勾缝，新建集中照料中心、文

化大舞台，安装太阳能路灯30盏……
村民们的生活方便了，怎样才能让腰

包也鼓起来？小村原本秀美，路修通了，
来旅游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在工作队的
支持下，赵河村围绕“手擀面”“笨鸡”“野蜂
蜜”“野生鱼”等山村特产，因户施策发展
小微产业。“花芹”手擀面就这样应运而生
并在游客的口口相传中悄然走红。

“做了一辈子手擀面，谁会想到，如
今竟靠这个赚钱。”提起现在的日子，李
花芹笑着连声说想不到。

在小村徜徉，“净梅”手擀面、“爱只”手
擀面，“二红”笨鸡、“海山”蜂蜜、“贵兴”笨鸡

蛋……在村里路口处、路灯杆上、主干道两
侧的石墙上，一个个绿底白字带祥云纹装
饰的指示牌，成了村里又一道“风景”。

“附近29平方公里山水，已整体打
造成‘洹河峡谷风景区’。”付文飞说，赵
河村还编制自己的乡村振兴发展三年规
划，打算在村里的近河部分打造餐饮文
化街，高处发展特色民宿。

兴尽而归，行至山口，几辆外地牌照
的私家车与我们交错而过，不知是否“花
芹”手擀面的“粉丝”来了。7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邱峰

5 月 3日，从林州市区向黄华镇方向进发，驱
车 10多分钟，驶入太行山，半山腰有座小山村，名
曰止方村。

小村紧邻红旗渠，村西是层林尽染的大山，南
边是中华古板栗园，北边是太行山森林运动公园，
村东有一条新修的渠东路。这个美丽的小山村，犹
如一片隐藏于岁月深处的桃花源。一座座青瓦白
墙的民居整齐连片，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青
石板铺就的小巷街道高低错落，清幽古朴。房屋青
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流连其间，仿佛
置身于优雅妩媚的江南小镇。

“真美啊！”“要能在这里买套房子，每年住上
一阵子真不错！”山村美景诱惑着游客直打听这里
的房子卖不卖。

“要搁 5年前，俺村的一些老房子，三五千块就
卖了。如今，出的钱再多也没人卖。”村里老人笑着
说。

止方村有 7个自然村，351户人家，1100多口
人。这里曾经是林州市最破最穷的地方，人称“西
山墁”。“过去，村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一条土
路全是疙瘩，别说跑汽车，就连自行车都没法骑。”
提起过去，老支书李建生叹了口气。全村有耕地
900多亩，土薄石厚，一两锹下去就能见石头。恶
劣的自然环境留不住人，许多劳力外出。打工，有
的人家，甚至到城里买房住。

村里不通公交车，去趟城里需要个把小时，
“老房子没暖气，用的是旱厕，吃的是井水。”李建
生说，“别说卖钱了，白给你都不一定要。”

“那从啥时候，这房子开始值钱了？”好奇的游
客刨根问底。

“去年，市里推进乡村基础设施规划改造之
后。”李建生答得干脆。

止方村老宅虽旧，但颇有山区特色。林州市将
该村列入慢生活圈，对止方村进行整体规划，老房
子修旧如旧，并在村东修建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

信步踏着青石板路，随手敲开一处农家门。眼
前花木满院，耳畔鸡犬之声相闻，68岁的屋主李起
山正坐在院子里喝茶。“以前这里生活条件太差，几
十年来，我很少回村。”李起山坦言，“如今有了公交
车，通了天然气，用上了水冲式厕所，用电方便不
说，还能上网。我当然乐意回来养老。”

在村北百果园中，一些城里来的游客正在观
赏花草、合影留念。

“俺村的田地长不好粮食，却适合种果树。俺
们就打造了 300亩百果园，种了桃、梨、苹果、无花
果等好些果树。”止方村妇女主任刘会荣自豪地
说，“游客春季赏花，夏秋摘果，还能住农家乐，村
里既有收益，还聚人气。”

有了人气，就会有商机。3月末，45岁的村民
李红梅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卖店，“我领的是俺村
第一张工商营业执照。”李红梅得意地说，“村庄美
了，游客越来越多，不愁没有生意做。”

止方村的修缮建设仍在进行中，72岁的村民
郭松生每天都要去工地看看。“等俺家的房子修好
了，也要开起农家乐。”他说。

止方村从“穷窝窝”变成了“香饽饽”，前不久
有 7 家旅行社前来踩点，与止方村田园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探讨合作意向，帮助营销策划，向旅游者
广泛推介，致力打好这张民俗旅游牌。

“买不到，买不到喽。”村民笑着打趣“不死心”的游
客，“你说，如今俺村的房子恁值钱，谁还会卖啊。”7

止方村的
老房子值钱了

赵河村“花芹”手擀面走红了 图片新闻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让人们记得住乡

愁，就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防止大拆大建、过度

商业开发，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

活条件，着重突出风貌塑造，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和

自然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乡村打造成为特色

鲜明、令人向往的心灵桃花源。

山还是那座山，村还是那个

村，房子也还是那些房子……止

方村做大原汁原味原生态，走出

了自己的乡村振兴之路。

西瓜棚里
笑丰收

5月5日，滑县城关镇双村营村西瓜种植大户于竹才手捧刚刚采摘的大西瓜，胸有成竹地说：
“这个‘早甜王’至少能卖30元！”……爽朗的笑声划过大棚，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于竹才是远近有名的种瓜能手，在县邮储银行和邮政电商平台的帮助下，他种植的反季节
果菜陆续走进大都市。如今，他带动村民种植瓜菜300亩，不少人由此走上致富路，过上幸福
的小康生活。7 文/杨之甜 图/毕兴世

赵河村四面环山，进山只有一条土

路。像这样交通不便、耕地不足，又没有

什 么 特 殊 资 源 的 村 庄 ，安 阳 市 还 有 不

少。尽管它们大多数已脱贫，但下一步

的振兴之路怎么走？

“花芹”手擀面端出了一份热气腾腾的

答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因

户施策，“小特色”也能做出“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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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高规格礼遇榜样模范

午饭刚过，高营村村民就聚在新建
的小广场上下棋聊天 杨之甜 摄

止方村老房子改造工程持续进行 王小彤 摄

李花芹正在给游客做手擀面 张龙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