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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代表着富贵、吉祥

的牡丹花深受国人喜爱，而

有着“牡丹花都”之称的洛

阳 正 在 做 大 做 强 牡 丹 产

业。在洛阳市孟津县，这里

的农民放下锄头、拿起笔

头，用一支支画笔绘出了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在这

里，“洛阳牡丹”成为一朵朵

成色十足的“富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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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平乐农民弄丹青 绘出牡丹产业“花”
洛阳县级融媒体
首家APP“云上伊川”上线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葛高远 李
占国）5月 29日，洛阳县级融媒体首家 APP——由伊川
县融媒体中心打造的“云上伊川”正式上线，这也标志着
伊川县新闻资讯及政务、生活服务平台进入“云时代”。

据了解，作为我省 39个融媒体建设试点县之一，伊
川县先后投资 300余万元，于去年 12月 29日在洛阳市
九县中率先挂牌成立融媒体中心。该中心依托省、市
广电台的融媒体中心技术支撑和人力资源，整合政府
网站和“两微一端”、智慧政务网上大厅、数字化城管、
公益显示屏、固定广告栏、公交车广告屏、15个乡镇（街
道）的舆情管控处置全部纳入融媒体管理，实现了导向
引领、安全可靠、资源共享，形成“新闻+政务+服务”新
型融媒体模式。该中心不仅实现了统一报道部署、统
一策划主题、统一组织采访、统一编发稿件，达到“一次
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还壮大了主流舆论阵地，
扩大了社会影响效应。

伊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耀光说，“云上伊川”
APP是在中央要求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整合多方资源
建设的集新闻宣传、政务服务、便民服务、文化娱乐、百姓
问政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络宣传平台。下一步伊川县将
推动“云上伊川”新闻资讯及政务服务平台迅速普及，致
力于服务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实现“云上伊川”在手，
民生万事不愁。9

洛阳举办“巾帼创业”培训班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杨珂）“我们

的原料大部分都是直接从田间地头、农户手里收购，采用
公司+农户的模式，降低生产成本，从源头把控质量，将
老百姓的利益扩大化。”近日，洛阳市妇联举办为期三天
的“巾帼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来自洛阳各县（市、区）
的 40余名“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地负责人和部分县
乡村妇联主席学习交流，争相发言。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巾帼脱
贫行动”在基层落地落实，洛阳市妇联先后开展“巾帼创
业致富带头人”“智慧女性”“家庭教育讲师团”等系列活
动，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当日，洛阳国家大
学科技园妇女联合会、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妇女之家”
揭牌。

洛阳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进“巾
帼致富带头人”向妇联组织靠拢，在自己的合作社、农
场和公司里创建妇联组织和“妇女之家”，搭建起服务
妇女群众的连心桥；创新开展工作，团结带领姐妹们创
业发展、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凝聚起磅礴的巾帼力
量。9

全面小康不“掉队”
洛阳推出服务职工群众“20件实事”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张媛媛 孙
雪芹）20件实事，件件皆民生。近日，洛阳市总工会举行
新闻发布会，正式对社会发布2019年拟承诺为群众职工
办的20件实事好事。

重点针对建档立卡的 3000 余户困难职工实施精
准帮扶，推动全市帮扶救助工作实现全覆盖；组织各
类招聘会 100场，服务各类求职人员 5万人次；推动城
市区环卫工人免费体检实现全覆盖，全市新建创新工
作室不低于 70家，全年新建“职工书屋”50家，建立健
全“金秋助学”全程帮扶工作机制，开展跟踪助学，完
善“入学救助—在校扶助—就业援助”链条式服务，为
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提供资
金支持，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子
女完成学业……

据悉，这也是洛阳市总工会
连续第二年召开新闻发布会，集
中对社会发布服务职工群众一
系列实事好事。洛阳市总工会
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工会还将
重点开展提升城镇困难职工解
困脱困工程等六大工程，推进工
会改革向基层延伸。9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5月 31
日，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全市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通报中
央环保督察组专项督查反馈问题和省、市各
级环保督察组近期查处督办扬尘污染问题，
对下一步全力做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治理
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推进会现场通报了近期国家和省市各
级环保督察组查处的 124 个扬尘污染问
题，公布 1 起群众信访的典型拆迁扬尘问
题，对洛阳市廊道环境涉及的 44个扬尘污
染问题综合整治进展情况予以通报。会
上，国安建设集团、格力电器洛阳项目部、
老城区道北办事处负责人分别就下一步做

好扬尘污染防控，杜绝扬尘污染问题做表
态发言。

与此同时，推进会要求各相关单位和相
关企业针对扬尘污染问题提出整改时间表，
划定整改路线图，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重点时段，特别是对各类土石方工程、线性
工程、拆迁工程、渣土车管理、道路扬尘治理
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逐一建立台账、制
定措施、销号处理。对相关企业不达标的工
地一律顶格处罚并限期整改，限期内整改不
到位的一律按天处罚，同一项目被处罚两次
的一律列入“黑名单”，记入企业诚信体系，
暂停在洛市场行为。

据悉，截至 5月 30日，洛阳市优良天数

69天，全省18个城市中排名倒数第4位，其
中，PM10 年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 140 微
克，高于全省平均值16微克立方米，省内排
名倒数第 3位，168个城市排名并列倒数第
9位，汾渭平原 11个地市排名倒数第 3位。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洛阳市住建局要求各
相关单位按照“抓源头、抓深化、抓长效”的
要求，坚持市县联动、精准施策、严管重罚，
坚决遏制和扭转PM10指标居高不下、扬尘
污染防治不力的不良态势。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赵书政
表示，下一步，要重点落实好企业主体、属地
管理、行业监管三个方面的责任。要求企业
对所管项目的扬尘治理工作负总责，将扬尘

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作为不可竞争
性费用专项列支，并及时支付；施工单位落
实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工地
扬尘治理工作步入常规化、规范化和精细化
管理；同时，要求各县（市、区）住建部门要强
化指导督导责任，细化完善本部门、本系统
的治理措施，加强行业指导和督导推进，做
到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此外，要
求洛阳市扬尘污染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牵
头抓总，严格落实日碰头、周调度、月例会等
制度，掌握工作进度，查找突出问题，强化督
查督办。深入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
点领域专项检查，坚决打赢打好扬尘污染防
治攻坚的“翻身仗”。9

洛阳治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出实招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郭
建立 许金安）“五月樱桃季，带火了乡村游，全国
各地的经销商把冷藏车开进了田间地头，樱桃不
出村就被抢购一空。”第十届新安樱桃节圆满闭
幕，看游客纷至沓来、旅游热度不减，新安县五头
镇独树村的果农王海通喜上眉梢。

新安县种植樱桃历史悠久，位于该县五头
镇、磁涧镇境内的樱桃谷长约17公里，种植面积
3万余亩，规模为豫西之最。2007年，这片樱桃
种植带被省政府命名为“万亩无公害樱桃基地”，
2017年，“新安传统樱桃种植系统”被确定为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安樱桃”被确定为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近年来，新安县把全域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持续发力，依托传统的樱桃产业培育了
省级农业科技园区，该县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
13家，发展特色采摘园50余个。连续两年，樱桃
让当地果农增收均在 3.2亿元以上。今年，该县
将新增樱桃种植面积3万亩，2020年规模将达到
10万亩。9 右图 樱桃收购市场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见习记者 沈若宸

调色、点墨、勾勒……不到五分钟，一幅
扇面牡丹画就从画师的笔下“盛开”，豆绿牡丹
花头饱满，墨叶舞动，浓淡层次分明，线条遒劲
有力。在“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孟津县平乐镇
平乐村，农民画师、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徐均霞
正在画室创作牡丹画。

平乐村位于河南腹地、洛阳近郊，隶属
于孟津县平乐镇，北临巍巍邙山，南临“千年
古刹”白马寺，公元62年因东汉明帝为迎接
西域入贡飞镰铜马筑“平乐观”而得名。曾
获农业农村部“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称号，如
今，这里的村民不仅热衷牡丹画，更是用一
支支画笔绘出了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放下锄头拿起画笔
农民画师巧绘牡丹

男女老少皆爱画，入村遍闻牡丹香。
走进平乐村，路两边林立的是一间间牡丹书
画院、牡丹画创作室、牡丹画廊……全部以
牡丹画为背景，平乐村更是被评为“中国牡
丹画第一村”。

“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村里办起了
牡丹画培训班，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去看看，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现在每年画画的收
入将近 20 万元。”从“放下锄头”到拿起画
笔，徐均霞的画画经历已有十年，她告诉记
者，学画牡丹画后让她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
变，也亲眼见证着平乐牡丹画产业的发展。

2007年牡丹花会期间，平乐的农民画
家 120幅牡丹书画作品在洛阳市美术馆展
出；当年7月，平乐村被省文化厅授予“河南
省特色文化产业村”称号。2008年，在第26
届洛阳牡丹花会组织的“千人画牡丹”活动
中，平乐村一下派出了 100名画师参加，成
为花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次年，平乐镇
启动“百日传帮带”培训计划，邀请王绣、文
柳川等知名画家进行专业辅导。每逢双休
日，以王绣、文柳川等为代表的10余名洛阳
知名画家，都会抽出一天时间进村对村民进
行牡丹画授课、辅导、讲座和点评。

随着平乐牡丹画声名渐起，越来越得到
市场的认可。仅 2009年牡丹花会一个月，
全村百余名农民画家创作销售牡丹画就达
到4万余幅，实现收入500余万元。

为推进农民牡丹画向产业化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民致富，孟津县投资
3800多万元兴建了中国平乐牡丹画创意园
区，建设有美术馆综合楼、180套画家创作
楼、25亩写生基地，将园区打造成以平乐牡
丹画创作销售为核心的文创产业基地。
2013年，这里被授予“中国牡丹画第一村”
国家AAA级文化旅游景区，以文化为核心
的旅游业开始起步。

美丽乡村以花为媒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父亲年轻的时候爱画画，我从小耳濡目
染，现在我爱人也画牡丹，闺女也画牡丹……”
在平乐牡丹画创意园区，省美协会员、一级
画师张晓艳告诉记者，她的亲戚朋友都在学
习画牡丹，把画牡丹当成自己的事业。

张晓艳说，一家三代人都爱画牡丹，客
户需求不同，便有了“一对一”的“私人订
制”。“牡丹花朝向都靠右，要红粉紫三种颜
色，花朵上能配上几只蝴蝶或者喜鹊就最好
了。”面对这样的“命题作画”，张晓艳格外重
视，画画一结束便马上把样图发给对方。

虽然画作广受好评、订画的客户络绎不
绝，但张晓艳始终没有放弃“充电”。

“在平乐，除了赏牡丹、画牡丹，值得一
提的还有定期绘画培训班。”创意园区负责
人告诉记者，洛阳市美术家协会的文艺志愿
者们每年都会定期到平乐进行牡丹画创作
的绘画辅导；每周六下午，创意园区都要邀
请绘画名家现场指导，为当地的农民画师、
学员们进行创作辅导、指导修改、点评作品，
交流创作心得，教授中国画技法。

与此同时，园区每年都要举办农民画邀
请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此外，更是制
订人才培训计划，对书画从业者定期进行培
训，提高从业者绘画技能。

园区负责人对记者说，与大批量仿制的
油画不同，平乐牡丹画具有很好的原创性和
艺术性，能给游客带去更好的观赏体验。未
来园区的产品还会继续拓展，比如牡丹的原
生产品鲜切花、精油以及与牡丹有关的服
装、工艺品等衍生品，让产品都插上文化的
翅膀，真正“活”起来。

规划牡丹特色小镇
描绘乡村振兴蓝图

随着村里走出农田、走进画室的村民越
来越多，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返乡。绘
画爱好者学习握笔、下笔，在画师的指导下画
出自己的第一朵牡丹。平乐牡丹的声誉逐步
提高，影响范围逐渐扩大。

据悉，目前，牡丹画创意园区已有农民
画师 1000多人，通过发展农民牡丹画带动
就业5000余人，商品牡丹画年销量40多万
幅，综合收益达1.2亿元。被认定为“河南省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河南省特色文化基
地”“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在平乐村，有些村民负责学习画牡丹，
有些村民负责装裱牡丹画，而有些村民学习
跨境电商等营销模式，已经形成了以牡丹画
产业为中心，唐三彩、青铜器等特色文化产

品销售的产业基地。如今，牡丹画已成为平
乐村的支柱产业，形成了书画创作、装裱、营
销产业链条，在全国 28座城市设有画廊及
营销网点，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

不仅如此，平乐村紧跟时代步伐，借助
“互联网+”，在园区设立电商孵化基地，对
画师进行电子商务培训。通过“政府+服务
商”的模式，由政府出资，为开淘宝店的村民
购买培训、营销、网页设计等服务，成功打造
出了洛阳市平乐牡丹画淘宝村。

目前，该村有140多家牡丹画电商，产品
热销全国各地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从牡丹画到牡丹文化、再到牡丹产业，现
如今的平乐“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名副其实，
未来的蓝图也在浓墨绘就。据介绍，下一步，
孟津县还将整合文化、旅游和农业等资源，打
造集书画培训、艺术创作、旅游观光、休闲娱
乐、产品交易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同时，借助
互联网+、淘宝村、跨境电商等模式，推动牡
丹画“大”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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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洛阳通报七大典型案例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韩露 孙

怀真）近日，洛阳市举行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
行动”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百日行动”具体开展情况
和取得成效。

据了解，自今年1月“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洛阳市市
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民政等十部门成立洛阳市联合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办公室，严厉打击假借“保
健”名义扰乱市场秩序、欺诈消费者的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彻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截至 4月 25日，洛阳已出动检查人员 33896人次；
检查社区、宾馆、酒店、“保健”类店铺、旅游景区、农村集
市等场所18600个；开展行政指导、行政约谈1075次；开
展宣传活动 2908次；开展协作执法 597次；受理消费者
申诉举报 441 次；清理虚假信息 107 条；查办案件 636
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个，公安机关共立案15件，刑拘
13人。

同时，现场还发布了“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查办保健
市场乱象的洛阳世纪草本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宜阳城北店
涉嫌虚假宣传案、洛阳市闽鑫食品有限公司虚假广告案、
富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法传销案等七大典型违法案
例。9

相关新闻

5月 29日，何水法牡丹画发展基
金会在孟津县平乐牡丹画文化创意
产业园区揭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何水法，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洛阳
文联名誉主席王绣，洛阳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洛阳美术馆馆长文柳川等出
席揭牌仪式。

何水法表示，平乐牡丹画的发
展成绩非常鼓舞人心，发展模式值
得推广。未来将会借助牡丹画发展
基金会，与广大热爱传统文化的有
识之士，齐心扶持平乐牡丹画产业，
助力平乐的牡丹画走出中国、走向
世界。9 刘亚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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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洛阳文联名誉主
席王绣在指导平乐农民画家画牡丹

洛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洛阳美术馆馆
长文柳川在传授绘画技巧

何水法牡丹画
发展基金会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