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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牛志华 刘仁忠 付忠于

在汝南，提到与树有关的人，无论
是种树人，还是挖树人、卖树人，多数
都是富裕户。

据不完全统计，汝南县南部的东官
庄、常兴、韩庄等9个乡镇，从事花木产
业，干着与树有关活计的有10多万人。

6月 10 日，在汝南县东官庄镇宋
屯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雪松
苗。同行的东官庄镇镇长崔亚介绍，
这个村 4700 多亩地，种的全是花木，
以雪松为主。

汝南被誉为豫南的花木之乡，早
在20世纪 80年代，东官庄镇就有人开
始种植雪松。以雪松为主，包括广玉

兰、红叶石楠等 60个品种在内的苗木
产业在这里长盛不衰，逐渐成了支柱
产业，全镇仅雪松的种植面积就有近4
万亩。2017年，东官庄镇雪松种植进
入“井喷”期，仅一个冬天，种植面积就
增加了 5000 多亩。规模的扩大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据崔亚介绍，东官
庄镇的雪松1年产值达5.3亿元。因为
种植雪松，在东官庄镇，村民年收入20
多万元的很普遍。

在东官庄还有一批职业花木工人。
花木的起挖，不但需要体力，还需要技
术。树有多高、树冠有多大，挖起时树蔸
带土的尺寸、重量都不一样。花木起出
后，土球的大小、草绳缠绕的方法也大有
讲究。“起雪松树一天就能收入 500多
元，俺每年最低收入4万元。”正在花木
基地起树的农民申建国高兴地说。

挖树起树有专业工人，买树卖树
也有一批经纪人。不论是在北京或新

疆，也不论是在上海或广州，只要有花
有树，就有汝南人活跃的身影。这些
花卉苗木，通过汝南 100 多家花卉苗
木市场、4000多名花卉苗木经纪人和
代理商、10多家龙头企业、180多家花
卉苗木直销点及网上经营等，绿遍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仅今春，汝南县就
拿回花卉苗木合同订单62亿元。

花卉苗木产业迅猛发展，促使全县
160多家专业型或松散型花木销售市场
应运而生。县委、县政府将搞活花木大
流通，培育花木经纪人、代理商作为发展
花木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中之重来
抓。目前，该县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
花卉苗木合作社就有4000多个，培育花
卉苗木种植面积在500亩以上的龙头企
业12家，建立了以东官庄镇、常兴镇为
中心，从事花木经营的网店180多家，近
万名农民吃上“花木电商饭”。

从花木种植合作社、到家庭农场、

到花木经纪人，从苗木栽种、到管理、再
到挖起运输，汝南花木从生产到销售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这里实现了规
模化种植、订单化供给、网络化营销，每
年春季是雪松销售旺季，运苗车常常绵
延两三公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富起来的村民对环境有了更高期
待，生态意识随之增强。村里开始注重
净化、美化、亮化，统一进行坑塘治理，垃
圾回收。如今的宋屯村，从田间、路旁到
屋后房前，所到之处，绿荫环抱。村里干
净整洁、坑塘清澈，树绿花艳、蛙叫鸟鸣，

“俺家就在花园住。”村民们很是自豪。
“以产兴农，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方向。”驻马店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汝南县委书记彭
宾昌说，产业厚植了生存基础，涵养了
健康的乡风乡情，让农村发展更有生
机、农民生活更加便利，真正让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③5

2013 年 6 月 27 日，沂蒙老区八
路军 115 师司令部旧址新增一处曹
玉海纪念馆。“一级战斗英雄”曹玉海
曾 3次参军入伍，最后牺牲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年仅28岁。

曹玉海，1923年 3月出生于山东
省莒南县（1941年前属莒县）涝坡镇东
店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0岁开
始给地主干活，19岁时，报名参加八路
军，后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负伤，被安
排回家养伤。伤愈后，无法与原部队取
得联系的曹玉海找到驻扎莒南的八路
军部队（东北军111师起义后归八路军
建制），坚决要求参军。部队领导知道
曹玉海是山纵二旅的，让他回原部队，
但曹玉海坚持说：“我不能再等了，要早
上前线杀敌，就参加你们的部队吧。”就
这样，曹玉海第二次参加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曹玉海
先后参加了横山战斗、东北剿匪等战
役，立战功7次，荣获“战斗模范”等荣誉
称号。1944年2月，曹玉海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9年4月，他随大军南下
解放江南，在湖北宜昌与白崇禧军队交
战，在激战中他身负重伤，留在武汉治
疗。伤愈后，组织考虑他身体虚弱，便
安排他转业到武汉监狱任监狱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北上的114

师路过武汉时，曹玉海找到老部队，要
求重返部队参加国防军保卫边防。师
长翟仲禹说：“你已经转业了，在地方好
好干吧！”曹玉海坚定地说：“我们的新
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
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威胁到祖国的安
全，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敌人
侵略，我要到前方亲自消灭侵略者！”临
行前，曹玉海婉言拒绝了未婚妻结婚的
要求，说服并告别爱人，毅然走向抗美
援朝前线，守卫350.3高地。

350.3 高地位于京安里东北，是
利川、龙仁、水源三地通汉城（今首
尔）的三条公路的汇合点，也是志愿
军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西线阻敌
的关键。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中，身为
一营营长的曹玉海沉着指挥战斗，连
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在敌人第7次
进攻时，曹玉海头部、胸部不幸中弹，
牺牲在前沿阵地。

2013年 6月，曹玉海纪念馆在莒
南县大店镇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
落成。参观者们表示：“曹玉海烈士用
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天地的爱
国主义壮歌，他的英雄事迹已成为我军
和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
着后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
进！” （据新华社济南6月13日电）十万农民吃上“花木饭”

基层亮点连连看

曹玉海：

三次入伍战功卓著 身经百战以身许国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6月 12日，民权县野岗镇连霍高速公路冯庄段，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进
行喷洒农药作业。时下，当地正通过高科技手段为绿化苗木喷洒农药，以预
防病虫害的发生。⑨3 常晖 摄

□本报记者 朱西岭

好水好生态，成就酿酒好环境

说到豫坡集团，就不得不首先说
说老王坡农场。成立于 1955 年的老
王 坡 农 场 ，位 于 东 经 114O04′ —
114O10′，北纬33O41′—33O47′，属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雨量充沛，冷、热季与干、湿季
区别明显，特别适合小麦、高粱等农作
物生长。

此外，老王坡当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高，养分转化慢，保肥能力强。另一方
面，土壤中的汞、镉、铝、砷、铬等指标均
小于 1，有机氯农药残留经监测“六六
六”含量为 0.027mg/kg，“DDT”含量
为 0.08mg/kg，远远低于国外土壤最
大容体浓度（1.00mg/kg）。因此，这里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全国著名的
优质小麦良种示范基地、全国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1958年，豫坡酒建厂
后酿酒所用的原粮均出自这里。

除了好粮，老王坡当地属于中原小
盆地气候，空气湿润、水质优良，特别适
合微生物聚集繁衍，是酿酒的宝地。
1992年，老王坡农场曾委托原农业部
环境监测总站来老王坡就大气、水质
（生活用水、灌溉用水）等进行环境实地
监测，结果显示：大气符合国家标准
GB3095-82所列的一级标准；灌溉用

水符合国家 GB5084-85 农田灌溉水
质一类标准。酿酒用的深层地下水更
是达到了矿泉标准。

好粮好水出好酒。60多年来豫坡
白酒产品畅销驻马店及其周边地区。
1993年，经原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原轻工业部食品质量监督
检测中心检测，豫坡酒被国家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授予绿色食品证书，这一荣誉
延续至今已达 26年，成为国内白酒行
业最早被授予绿色证书和使用绿色证

书时间最长的酒类企业（比茅台早 3
年），2016年以来豫坡老基酒还连续3
年被评为第十七、十八、十九届全国绿
博会金奖，为白酒行业赢得了荣誉。

好窖好工艺,成就酱意好浓香

众所周知，白酒酿造需要微生物发
酵，并且窖泥、窖池越老微生物越丰富，
酿出来的基酒才能陈香飘逸、甘润幽雅，
因此有一个完美的窖池是非常重要的。

豫坡集团的窖池是经三代酿酒师

历经 60多年精心“培育”的，这些窖池
迄今已培育岀成千上万的微生物，乙
醇经过微生物作用生成具有香味的
酯，并最终成就了独具特色的豫坡酒
香。不仅如此，从 2007年开始，公司
投资上千万元，和湖北工业大学、河南
大学等合作，把现代微生物发酵研究
的新成果应用于传统窖池改造，同时
采用伏天倒池养窖新工艺，使基酒的
产量和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吨酒
耗粮由 3.8 吨降到 3.5 吨，优质品率由
28%提高到33%，综合效益显著提高。

有了好窖池，还得有好的储酒条
件和环境。走进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
可以看到，为确保绿色原生态储存，豫
坡集团淘汰了所有的铝质酒罐，并全
部更新为不锈钢罐，同时要求所有基酒
都在自然条件下贮陈老熟，不采用任何
人工催熟方式拔苗助长，确保“绵、甜、
香、纯、净”的老基酒独特风格。此外，
豫坡人还巧用心思，在园区里修建了地
下酒窖和原酒储存中心。进入酒窖后

的每坛酒，工作人员都为其建立身份档
案，标注等级、重量、入库时间等，并在
储存过程中定期监控、尝评，及时掌握
酒体变化规律，为勾调不同风味、口感
的系列酒提供基础依据。

走进豫坡集团老厂区的原酒储存
中心，这里更是让大家眼界大开——
建厂 60多年来积累的很多宝贝都在
这里，比如那些拥有近百年历史、迄今
仍在使用的木质老酒海，绝大多数都
是清代末期的，现在里面存放的都是
优级、特级的原酒，豫坡高端产品——
酱意浓香型白酒所用的基酒，即来自
这些百年老酒海。

好池好窖好酿造！如今，在老王
坡千年白酒酿造技艺的基础上，豫坡
人正吸收借鉴老厂长刘武昌上世纪80
年代初亲临茅台酒厂学习的酿造工
艺，全力打造高端创新香型产品——
酱意浓香型老基酒，并志在将其打造
为驻马店地产酒的高端产品的代表，
为豫酒转型发展贡献豫坡人的力量。

5月底，来自省豫酒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南
牧业经济学院、河南省食品科研所的
专家学者以及省内媒体，受邀来到位
于驻马店市西平县的豫坡集团，观摩
万亩小麦基地、探访百年老酒窖、品鉴
原浆新酒，并围绕其创新产品——酱
意浓香型白酒展开了座谈和研讨。

会议期间，豫坡集团原生态绿色环
境、原生态绿色水源、原生态绿色发酵、
原生态窖藏和原生态绿色酿造，给与会
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生态好环境 成就豫坡酱意好浓香
“发现豫坡之美”系列报道之三·生态篇

▲豫坡老基生态文化园
◀豫坡生态化酿造车间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记者 孟向东

一台电脑、一部手机，镜头对准柜台
上的一件件玉器摆件，网络主播们开始
为观众介绍新推出的玉雕产品，从用料
到工艺，详尽而细致，等待着潜在客户通
过网络下单购买……伴随着100多家电
商团队的直播声，镇平县石佛寺镇真玉
天地玉器交易中心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为这些商户提供平台的人叫满多，
真玉天地的“掌门人”，从外出打工到返
乡创业，她将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带回
家乡，为玉石插上了电商的翅膀。

6月10日，记者见到满多，她正忙着
帮商户解决直播中遇到的问题。2016
年她三下杭州，几经努力，争取到淘宝在
真玉天地设立直播基地的授权。

“最近几年市场低迷，传统玉产品
的销售受市场影响很大，做柜台生意
的真玉天地门可罗雀。”满多告诉记
者，2016年 4月，一则义乌商品市场通
过淘宝卖童装的新闻吸引了她，童装
能在淘宝卖，玉为啥不能？

看过新闻的第二天，满多就到了义

乌，接着下杭州。考察归来，她把原有的
商场柜台改造成为供商户进行网络直播
的工作室，并拿到淘宝直播的授权，成为
淘宝建立的第一个珠宝行业直播基地。

“都这岁数了，还瞎折腾啥，直播都
是年轻人玩的东西。”周围的人，对满多
引进电商直播充满怀疑。不服输的她没
有多做解释，埋头扎进了电商平台的建
设中，她摸清了镇平县从事电商经营的
团队，一家一家上门邀请，承诺为其提供
优质的营商环境，并减免两年的租金。

电商平台开通后，满多的真玉天
地名声大噪，销售额节节攀升，从2016
年的 1亿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20多亿
元，仅去年“双 11”当天就完成了 1000
多单生意。如今真玉天地从一楼到三
楼的所有铺面全部租赁一空，楼下为
电商服务的快递公司就有七八家。在

真玉天地的带动下，主播、客服等行业
近3000人实现增收。

其实，满多涉足玉石行业还不到5
年的时间。2015年，在郑州担任企业
高管的她，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回乡开
启了创业之路。

石佛寺镇早就是全国知名的玉石
交易市场，满多回来创业时，石佛寺玉
石主要的交易市场还是以大棚为主，
在销售量和影响力等方面也逐渐被南
方的几个大市场超越。

满多决心改变这一局面。她借助亲
戚建设的商铺开办了真玉天地，在一楼
整修了购物环境，宽敞明亮，在二楼设立
了大师工作区，让顾客可以近距离观看
玉雕大师们的精湛手艺，激发起购买
欲。为了让大家买得放心，她还让入驻
的所有商户打出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承

诺。真玉天地在行业内迅速崛起。
从默默无闻到行业龙头，从传统

商铺到省级电商基地，满多为镇平玉
石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停探索。

快速发展的同时，满多也没忘记
企业的社会责任。她结对帮扶镇平县
王岗乡马岗村，为村民们组织免费义
诊，为乡亲们送上生活物资，联合团县
委、县工商联策划组织慈善拍卖会，义
拍了 30余万元，帮助 100多名贫困学
生顺利走进大学校门。③6

为美玉插上电商的“翅膀”

6月 13日，宜阳
县红旗学校的孩子
们在进行阳光大课
间曳步舞比赛，孩子
们在快乐的氛围中
锻炼了身体，也为校
园 增 添 了 蓬 勃 活
力。⑨3 田义伟 摄

活力大课间

□本报记者 高长岭

“这座分洪闸长 749 米，为亚洲
最大分洪闸，随着黄河上各种防洪措
施日益完善，渠村分洪闸启用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6月 12日，黄河渠村分
洪闸管理处副主任逯伟说。

据介绍，按照设计，当黄河流域发
生较大洪水，通过小浪底水库、陆浑水
库、故县水库、河口村水库等联合调度
后，郑州花园口水文站流量仍超过每秒
2.2万立方米，山东艾山流量达到每秒1
万立方米时，可能会启用渠村分洪闸。

在 1公里外的闸前围堤上，预留
有炸药安置处，可以随时填充炸药，一

旦国家决定启用渠村分洪闸，将会把
围堤炸毁，滔滔黄河水将冲向北金堤
滞洪区。滞洪区主要在濮阳县、范县、
台前县境内，有近 131 万人，浅水区
17.3万人就地防守，32.1万人利用堰、
台固守，另外81.46万人需要外迁。

黄河下游河道宽阔，而流入山东
艾山河段时，河道忽然变窄，形成艾
山卡口，如上游持续来水，水位升高，
必将对下游河南段黄河大堤造成严
重威胁，为了保护河南段黄河大堤安
全，洪水需分流到蓄洪区内。洪峰过
后，北金堤滞洪区内的洪水将通过张
庄入黄闸重新回到黄河河道。

“自1978年建成以来，渠村分洪闸
还没有使用过，随着小浪底水库建成，
每年通过几个水库联合科学调度，这个
分洪闸使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
我们谁也不想启用它，但我们常年做好
启用准备，以防万一。”逯伟说。③5

渠村分洪闸：

亚洲最大分洪闸确保黄河下游安澜

见证出彩河南

目前，我们在全国电商中仅排

在10名左右，和云南瑞丽等几家大

电商差距不小，他们月销售额都在

10亿元左右，我的目标是早日跻身

这个行列，不但要宣传南阳石佛寺

这个品牌，还要吸纳更多人就业，为

地方发展作出更大贡献。③6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整理）

创客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