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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榆林郭村下辖2个自然村8
个村民小组，845 户 3565 人，
2015年实现整村脱贫。全村耕
地面积5450亩，大桃种植面积近
5000亩。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
种植大桃、外出务工、养殖。该
村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
2019年被评为基层党建、产业兴
旺和文明美丽三面红旗村。③3

榆林郭村位于尉氏县张市镇，

6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张市镇与

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时强调，

心中要有群众，眼睛里要有群众，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

为光鲜时尚的新社区锦上添花，

还是为略显衰败的老村庄扭转颓

势？正是因为心中有了“群众”这杆

秤，在榆林郭村驻村扶贫干部和村“两

委”班子面前，这道选择题迎刃而解。

采访中，记者总是被萦绕于他

们身上的为民情怀所感动。村民

嫌跳广场舞灯光暗，村党支部书记

自掏腰包更换；为老村大扫除，村

干部撸起袖子一马当先；桃花节人

气爆棚，村里谋划多元产业既能留

住人也能留住钱……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

要时时以民为先，事事以民为念，

便能凝聚起向心力、凝聚力、战斗

力，闯关夺隘，一路向前。③3

扫码看视频

要闻│05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李旭兵 马小刚 美编 王伟宾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申明贵

7月 20日，“2020年酒祖杜康升级
产品新模式发布会”郑州站活动在希尔顿
酒店举行，这是洛阳杜康控股公司针对郑
州核心市场近期举行的第二场新模式宣
讲活动，也是在两个月内，继洛阳、郑州、
洛阳、汝阳、伊川站之后公司举办的第六
场活动，因为是公司全新战略、营销模式
发布，商家参与积极，场场人气爆棚。

同时同样火爆的还有公司 5月中
旬启动、基于消费者层面举行的“杜康
品质大鉴定 万人品鉴官大招募”活
动，活动一经推出，便吸引来自全国的
网友、杜粉儿参与，报名审核、品鉴美
酒、发圈晒图、交流感受，瞬间刷屏，一
下子火了“我的朋友圈”。

据悉，这两场活动都是基于洛阳
杜康控股公司 2020 年创新营销模式
后，针对终端商家和消费者推出的两
个声势浩大、精准推广的互动活动，正
如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肖志雄所表达
的那样，这是基于 2020 年产品升级、

运营模式革新的具体举措，同时更是
加速杜康品牌塑造，重塑杜康力量，实
现杜康持续、稳定增长的落地行动。

积极参与，品鉴心目中的那瓶酒

“活动太火爆了！没想到消费者
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这么高，我们几个
工作人员都忙不过来了！”杜康控股公
司负责此次招募活动的工作人员接受
采访时表示，表达之余难掩激动心
情。据介绍，活动5月 15日推出后，来
自全国的咨询电话不断，加微信交流
者更是络绎不绝，为此公司专程申请
微信号服务活动。因为每个人参与活
动都需要填写资料，并严格审核，工作
人员必须耐心讲解活动规则和流程。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招募品鉴
官活动，从参与人群看，涉及金融、建
筑、快消、互联网等领域，是一群热爱
白酒，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具备一
定品鉴知识的消费者，喜欢杜康。并
且还有一部分是属于朋友推荐，相邀
共同参与活动。

“希望你是个典型的白酒热爱者，
常年活跃在郑州、洛阳两地，年龄 30
岁及以上者为宜，阅历丰富、人脉广
阔，对品酒有独特见解，对豫酒怀有深
厚感情，并乐于分享好友。”工作人员
说，按照要求，只要满足此条件，填写
好招募信息，审核通过后就可以成为
杜康品鉴官，同时获赠全新酒祖杜康
12窖区美酒一瓶。

按照“杜康品质大鉴定 万人品

鉴官大招募”活动进度和要求，近期已
经对审核通过的第一批品鉴官名单进
行公布，并且把酒祖杜康 12窖区酒送
达每一位品鉴官，供其品鉴互动。据
了解，当首批品鉴官收到全新升级的
酒祖杜康12窖区后，都爱不释手，纷纷
拍照发圈，表达热爱、喜悦之情。

代言互动，彰显杜康品质力量

当前，发圈晒图是最能表达人们

情绪、感受的一种形式了。作为热爱
白酒人士，要懂一定品鉴知识，能够分
清浓、清、酱、芝四大香型白酒，而且懂
得分享感受，要发圈表达，还要按照要
求填写资料，审核通过才能成为杜康品
鉴官，这就是杜康此次开展“杜康品质
大鉴定 万人品鉴官大招募”活动的大
概要求，同时这也是被业内誉为针对消
费者推出的最具体验感的活动之一。

“如果你热爱白酒，你就会积累品
鉴知识，如果你喜爱杜康，你就需要把品
鉴感受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爱上杜康美
酒。”杜康公司企划部相关负责人说，公
司策划活动的初衷，就是要让广大消费
者共同见证杜康的匠心品质，体验豫酒
文化魅力，彰显华夏酒祖风采。

品鉴杜康美酒，发圈晒图分享，表
达品鉴感受，这就是“品鉴官”的日常
动作，更是“我是品鉴官 我为杜康代
言”的最好诠释。当朋友圈里批量的
品鉴信息被杜粉儿频繁转发时，同时
更让“我的朋友圈”一下子火了。

网友葛红燕：杜康酒体颜色上，无

色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窖香浓郁，陈香幽雅、舒适，入口醇

厚丰满、绵甜爽净，诸味协调，回味悠
长，浓香型风格突出。好酒！

网友王建忠：晚饭时打开杜康，酒
花挂杯，慢品细饮，浓香酸郁，入口顺
滑清爽，酒尾净雅，醇厚丰满，回味悠
长，酒祖杜康，好酒！

网友徐贝贝：酒祖杜康新品 12窖
区品鉴：一、观其色，酒色清澈、挂杯明
显；二、闻其香，酒香扑鼻、窖香浓郁；
三、尝其味，味绵柔、入口甜顺，总体来
说，酒质上乘、包装新颖，是一款自饮、
招待都不错的酒品。

“成为杜康品鉴官本身就被赋予
一种特殊身份，然后再用专业术语表
达个人品鉴感受，有图、有场景、有互
动，这样的代言别具一格啊！”一位品
鉴官自豪地向朋友表达，自从当了品
鉴官，感觉自己的品酒水平明显不一
样了，更加喜欢杜康了，作为品鉴官，
更愿意为好喝、有品质的酒祖杜康代
言。

“我是品鉴官 我为杜康代言”系列报道之二

杜康万人品鉴官大招募 火了“我的朋友圈”

酒祖杜康品质传播画面遍布洛阳市区酒祖杜康品质传播画面遍布洛阳市区

本报讯（记者 曾鸣）7月21日，记
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受降雨影
响，黄河兰州以上来水持续增加，黄
河兰州水文站 7月 20日 20时 42分
流量达到 3000立方米每秒，为黄河
2020 年第 2 号洪水。按照《黄河水
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试行）》规定，黄
委会经研究决定，发布黄河上游汛情
蓝色预警，自 20日 21时起启动黄河
上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预测，未来水势仍将继续上涨，黄
委会水文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
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相关预报和通
报。黄委会已向流域相关省（区）水利
厅，西部、北部战区和黄河上中游水调
办发出紧急通知，提请青海、甘肃、宁
夏、内蒙古等省（自治区）水利厅对当前
防汛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防汛责任人迅
速上岗到位，靠前指挥。要加强河势、
工情观测，加强堤防巡查和工程防守，发

现险情及时抢护，做好河道内人员撤离
工作。同时，要加强防汛宣传和信息
报送工作，及时报告重要汛情和动
态。各水库管理单位要严格执行防汛
调度指令，加强库区和大坝巡查，确保
库区和大坝安全。西部、北部战区作战
局要做好支援黄河防汛抗洪准备。

据预报，黄河上游来水仍将持续增
加，龙羊峡、刘家峡水库水位均已逼近
汛限水位。③5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7月21日一大早，新蔡县孙召镇大
马庄村飘起了小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派驻该村第一书记刘建伟扒拉几口饭，
就往村口的有机蔬菜基地跑。“咱这儿种
的是广东菜心，不怕旱，就怕涝。”他说。

2017 年开始到贫困村大马庄驻
村的刘建伟，算得上扶贫战线一名

“老兵”。经历了大马庄整村退出贫
困的喜悦，也见证了新蔡县脱贫摘帽
的艰辛。3年过去，他精神依旧，头发
却少了一小半。

“奔跑”中的刘建伟，是新蔡县数千
名基层扶贫干部的缩影。摘帽不卸甲，

整装再出发，2018年正式宣布脱贫摘
帽之后，新蔡持续保持定力、巩固脱贫
成果，曾经的“洪水招待所”变身生态宜
居城，产业基础、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

扶贫产业“腰身壮”。7月 21日上
午，砖店镇大宋庄村，300个设施农业
大棚蔚为壮观，近百名乡亲忙着除草、
疏苗。“90后”村党支部书记栗运喜告
诉记者，靠着基地带动，去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到1.1万元。在花花牛、未来
农牧、麦佳食品等农业龙头企业带动
下，新蔡县目前已累计实施产业扶贫
项目 1.39 万个，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
体2555户，创建农产品品牌112个，群

众增收基础牢牢夯实。
人居环境“亮人眼”。野鸭嬉戏，

白鹭翩飞，昔日破败凋敝的关津乡牛
湾村，靠着千亩荷塘成了“网红打卡
地”，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作风锤炼“不停步”。“忙？肯定
忙。以前是常态，现在是习惯。”谈起
脱贫摘帽后的工作节奏，孙召镇党委
书记水涛对记者说。2018年以来，新
蔡全县1195名驻村干部、4134名帮扶
责任人像脱贫摘帽前一样，坚持每周
四开展大走访，深入群众家中看实情、
找短板、解难题。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表示，“我们将按
照党中央提出的‘四个不摘’要求，以
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度巩固脱
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以实干干实书
写乡村振兴新篇章。”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慧

以前，老村的事，一直像块大石
头压在村党支部书记滑海俊胸口。

村委会主任郭学礼也曾开玩笑，榆
林郭村在尉氏县有两个“第一”：2013
年建成的新社区，家家小洋楼，户户有
小院，树绿花美，风景如画，一直是引
领全县新农村建设的标杆；一路之隔
的老村晴天尘土飞，雨天一路泥，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都不如人意，落后在张市
镇甚至全县村庄中也是数得着的。

外地人来观摩学习，看了新村都
啧啧称赞，村干部心里却苦涩得很：
村里一半人仍生活在老村，贫困户也
都在老村。

6月 19日晚 6点，接了一个电话
后，滑海俊放下正要装箱发货的大
桃，忙不迭地赶到村部。“中国城建院
的同志到了，要一起探讨村里的建设
规划，老村又有新机遇了。”

从 2015年贫困村摘帽到如今升
级为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村，这些
年，榆林郭村一步一个脚印，不仅村容
村貌大为改观，村民也得了不少实惠。

全村耕地5450亩，超九成都种上
了大桃，加上周边村的，桃树种植面积
超过1万亩。万亩桃园兴起了桃产业，
引来高人气，鼓起了钱袋子。产业奖
补、扶贫贷款等实招硬招为贫困户插
上脱贫翅膀，20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仅剩2户低保贫困户。

甩掉了贫困帽，榆林郭村站上新起
点。中国城建院承接了榆林郭村的乡
村振兴战略示范村建设规划项目，就村
庄近远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已来了多次。

见了面，略事寒暄，便直奔老村。
从现代化整齐划一的新社区来

到老村，猛一下还不适应。这个充满

原生态的村庄，房屋散落，高矮不一，
跟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无甚区别。
村庄稍显凌乱，但却干净得很。

驻村第一书记马纪伟说，有两个
原因，一是村里公益岗位由贫困户负
责，他们定时来打扫；二是村干部、党
员代表不时来个大扫除。“麦收前，草
长得一人深，村里发出倡议，只要把自
己门前的草铲铲，把杂物弄回家，每家
奖励新扫帚新铁锨。”他说，为了发动
老百姓，村里想了不少招。

刚下过雨，背街小路满是泥泞，大
家深一脚浅一脚，找硬实路面下脚。

走在前面的滑海俊扭过头，说：
“村干部和党员代表合计过，新社区
再搞点绿化亮化当然美上加美，但擦
粉要擦到脸上，钱要用到刀刃上，花
到群众心坎上。”

这些年，电网升级改造完成，自
来水管道全部更新，天然气管道通到
村，主干道整修一新……

滑海俊说：“现在最紧要的是把老
村的路都修修，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郭学礼接过话茬：“支书成天盯
着这事，一有项目，先修路。”

在老村转了一圈，设计方心中有
数：“乡村振兴要让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我们做规划肯定要考虑村里人的

诉求。”
施工方有所顾虑：“看路边树、杂

物特别多，将来你们这工作量大着
呢！”

“咦——我们表个态，你们放心，
只要来修路，3天内保证把这几条街
院墙外清理得一点障碍也没有，老百
姓欢迎着哩！”滑海俊说。③3

老村新村齐步走

实干干实不停步

榆林郭村全村九成耕地种上
了大桃，亩均收入五六千元。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慧 摄

□本报记者 高长岭

7月20日20时，记者站在固始县
往流镇郑营村淮河大堤上，远眺淮河，
滩地里的树木只留下了树冠的黑影。

“马上就有应急排水车到来，今
晚要把大堤外的水抽回淮河。”正在
大堤上值守的往流镇党委书记赵福
临说。2001 年淮河修建大堤，为了
保障大堤外村庄灌溉用水，在郑营村
修建了提灌站。但由于提灌站阀门
失灵，当天上午，巡查人员发现河水
沿着管道倒灌到大堤外面。

阀门后面的水池内，浑黄的淮河
水像喷泉一样，汩汩涌流，出了提灌站
后，分为三条支渠，涌进司楼、陈族、郑
营、渡口、白湖 5个村的万余亩田地。

“现在稻子正处于抽穗的关键时期，不
能再淹了。”郑营村村民喻丙天说。

“这个情况不会威胁大堤安全，
但倒灌过多，会形成稻田内涝，影响
居民出行。”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太山说，最近连
续降雨已经让稻田积水较多，得抓紧
组织抽排。

20年前修建陈族大港口大堤工
程时，朱太山在这里负责设计工作，
对往流镇到三河尖的水利工程了然
于心。7月 19日下午接到省水利厅
指令后，他和 30多名水利专家立即
赶到固始县，负责技术支援。

说话间，一辆标着“河南应急”字样

的工程车驶到郑营村大堤上，村民连
忙打起手电筒，协助抢险队员停放车
辆。正在村民发愁没有灯光照明时，
又一辆大车驶来，这是南水北调中线
建管局河南分局抢险突击队来了。7
月20日 1时他们奉命赶到固始，就直
接奔赴史河岸边，为编制铅丝笼抢险
护堤人员照明。强大的灯光设备，立
即把附近抢险场地照得通明。应急
人员接水带、安放水泵，半个小时工
夫，4条水带连接起大堤内外，提灌
站水池内的水泵开启，水带立即鼓胀
起来，围观的村民一阵欢呼。

“按照 4条水带算，每小时可以

抽排 2000 立方米，每秒流量为 0.55
立方米，约有八成倒灌河水可以排回
河道。”朱太山一边计算抽排效率一
边分析，淮河水位正在下降，一旦具
备施工条件，要立即封堵提灌管道、
修复阀门，不影响村民秋季使用。

在工程车的轰鸣声中，部分村民
陆续散去。22时许，赵福临劝 57岁
的朱太山赶紧回去休息。朱太山边走
边叮嘱赵福临：“一定要提醒大家，巡
查时要格外注意内堤，泡了多天，洪水
一退，大堤内侧特别容易滑坡、塌方。”

大雨过后的淮河夜空，云层稀
疏，繁星闪烁。③9

本报讯（记者 何可）7月 21日，记者从郑州市城
市防汛办公室获悉，为确保7月21日至22日大到暴雨
期间安全度汛，郑州市城市防汛Ⅱ级响应已紧急启动，
各单位防汛队伍应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

目前，郑州市各区、开发区和交警、市政等单位防
汛队伍到岗待命；移动泵车等防汛设备到达预定位置；
河道降坝。郑州市城市防汛办公室制定了 2020年城
市防汛积水隐患“一点一方案”责任清单，根据不同积
水原因，制定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截至目前，已治理完
成18处，其余15处正加快治理工程进度。

郑州市还组建了市政、工地、人防等防汛应急抢险
队伍 57 支，并持续开展应急演练、岗位大练兵等活
动；加强防汛机械设备物资储备调度，目前城区 35台
移动泵车、2840台吸水泵、157台发电机已检修完毕，
15万多条沙袋、麻袋及今年新购置的6个防溢罩、400
个防洪挡板和其他防汛物资全部准备到位，防汛抢险
的人员、物资、设备已经全部进入临战状态。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7
月20日，记者获悉，经省水利厅批复，今年豫北最大水利
枢纽盘石头水库汛限水位调整为245米高程，较去年提
高8米，可多拦蓄洪水6300万立方米。随着汛情形势发
展，盘石头水库的库容还可进一步调整，直至达到水库设
计的254米蓄水位，届时蓄水量较现有蓄水量可提升近
1倍，从而将下游卫河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

“盘石头水库对保护下游鹤壁、新乡、安阳 288万
亩农田及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珠高速公路、107国
道的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盘石头水库建管局
局长赵秀民表示。

据了解，此前为妥善做好水库附近移民安置工作，
鹤壁市从方便移民生活、促进就业等角度出发，确定了

“社区+农业”安置移民方案——将库区附近河头等3个
行政村1344户 4755人统一搬迁至淇滨区钜桥镇南海
社区，并兴建服装厂卫星工厂等吸纳就业。③8

黄河出现2020年第2号洪水
上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夜战郑营村

▲7月 20日夜，抢险队员在郑营村紧
急接水带。⑨6

◀7月 21日，抢险指挥人员又来到郑
营村察看抽排效果。⑨6 均为本报记者

高长岭 摄

榆林郭村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榆林郭村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村。。⑨⑨6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慧陈慧 摄摄

郑州市城市防汛Ⅱ级响应启动 汛期蓄水量可提升近一倍

豫北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