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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污水湖，到水清岸绿的美丽河

湖，再到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鹤鸣湖

的“蝶变”给寻找产业支撑的西酒寺村

带来了“生机”。

凭借紧临鹤鸣湖的地理优势，西

酒寺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带动

了乡村旅游的同时也调整优化了沿河

湖地区产业结构，以高质量发展的“成

色”为河湖水生态增添了“亮色”。

西酒寺村与鹤鸣湖相生相长背后

折射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守住

了生态命脉，才能掌握发展命脉，从而

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丰收。

巧的是，今年纪念“世界水日”和

开展“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恰为

“坚持节水优先，建设幸福河湖”，河湖

生态和谐，河湖美景才能更加动人，我

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幸福、长久。③6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西酒寺村位于鹤鸣湖西岸，全
村共有 178 户、662 人，耕地面积
520 亩，退耕还林 320 亩。建档立
卡贫困户 29 户 98 人。2018 年该
村脱贫摘帽，2019 年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2017 年以来，该村先后
获得省级卫生村、“河南省美丽宜
居村庄建设试点村”。③6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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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三个氛围”创建模范机关

□本报记者 李凤虎

“一村（格）一警”+党建，是河南公安党建的一大
亮点。目前，全省共有 8452名社区民警、34756名社
区辅警进村（居）“两委”班子，兼任覆盖率达100%。

这一做法被写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
意见》。

以党建铸警魂 让战斗力“强”起来

“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
导，始终把高质量公安党建贯穿公安建设的全过程和
各领域，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以党建铸警
魂，激发坚强战斗力。”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
长舒庆说。

省公安厅党委会议第一议题制度和党委中心组
学习常态化机制，是河南公安党建的显著优势。每月
编发《河南省公安厅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做到学习
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

强化党建引领，突出政治统领，全面服务中心，是
省公安厅创建模范机关的鲜明导向。每年厅党委成
员带队，对省辖市公安局、河南警察学院和厅直属单
位开展政治巡察暨“三重一大”事项监督考核，全面履
行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

以党建带队建 让公安队伍“活”起来

今年，省公安厅以创建模范机关为主线，聚焦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大党建、大培训、大惠
警，着力打造“四强”党支部和过硬公安队伍。

持之以恒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依托大别山干部
学院，省公安厅举办“建设模范公安机关”专题培训
班，458名厅直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培训；举办“机
关大讲堂”，截至7月21日，今年已举办29期。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民警的心坎上。举行“岁月
见证忠诚——省公安厅退休民警荣誉勋章授予仪
式”，开展“巾帼奋进小康路”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天
之骄子情定郑大”单身青年联谊会等。

实现纪律作风教育常态化。自2018年起，在厅机
关连续三年开展纪律作风建设年、纪律作风提升年、
纪律作风深化年活动，实现机关纪律大整肃、作风大
转变、形象大提升。

以党建促工作 让高质量公安建设“亮”起来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6月 28日至 29日，省公安厅机
关团委组织50名青年民警代表赴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楷模”主题团日活动。

“把模范机关创建与公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全面统筹，互促共进，通过创建
工作的组织优势推动公安工作提质增效，通过高质量公安建设成果来检验创建工
作成效，实现双提升、双进步。”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朱海军说。

“一村(格)一警”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是全国公安工作四大亮点之一。
“黄河行动”护航国家战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明显，“云剑”行动严打新型
犯罪，“昆仑”行动保卫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猎狐2019”实现“三个首次”；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成绩省直第二，用实际行动践行“脱贫攻坚，公安争先”的铮铮
誓言；6批 60项惠民举措落地见效，河南公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注册用
户3450万人，为群众提供服务1.2亿人次。

“要更加突出自身建设，从厅机关抓起，真正把公安厅机关建设成为政治
忠诚、务实清廉、争先出彩、组织过硬的模范机关，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坚强战斗堡垒。”省公安厅副厅长、政治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高万象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 5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2020年河
南省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工作要点》
《2020 年河南省汉江生态经济带建
设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印
发，我省秉持“人城产”理念，织牢生
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网，倒逼沿
线市县高质量发展。

淮河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汉江
是长江最大支流，它们与长江、黄河并
称“江河淮汉”，均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重要通道。按照国家部署，
我省信阳市、驻马店市、周口市、漯河
市、商丘市、平顶山市和桐柏县6市 1
县纳入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范围，南
阳市和栾川县、嵩县、卢氏县、泌阳县1
市4县纳入汉江生态经济带规划范围。

《要点》指出，生态方面，探索建设
大别山国家公园、淮滨县淮南湿地公

园，支持栾川县建设省级森林城市，栾
川、南召、西峡等县建设省级森林特色
小镇；生产方面，推动沿淮有条件的市
县对接郑州智能终端产业、武汉光电产
业、合肥家电及新型显示产业，聚焦新
能源、光电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实施利达光电
超硬光学功能薄膜、乐凯华光印刷电子
新材料产业园、康硕3D打印产业园等
重点项目；生活方面，高质量推进特色
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以特色产业发
展为核心，因地制宜培育一批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三生融合”的特色小镇。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我省要推进的淮河和汉江生态经
济带建设工作，旨在提升淮河和汉江
沿线市县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实
力”，打造公园、田园和家园，实现诗
意亲水幸福栖居。③3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白天带着孩子参观红色展馆、顺
着红军小道登上红军亭，探访红军古
寨，在红色广场上的文化浮雕墙前缅
怀；晚上吃农家饭，住山边特色民宿，
感受绿水青山的清新静谧……如今，
在许多旅游达人的清单上又多了一
个目的地——桐柏县新集乡磨沟村。

磨沟村是“红色”的，它是红二
十五军长征会师地、战斗地、休整
地；磨沟村又是“绿色”的，大山深
处，峰峦叠翠，景色旖旎。但就是守
着这样一块“宝地”，磨沟人却没有
过上好日子。几年前，村里还流传
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山深处、无人
顾，手机信号找不住；土坯房、泥巴
路，娶了媳妇留不住；年轻人、找出
路，从此村里少一户；老残妇、庄上
住，家家都是贫困户。”曾经，这里的
贫困发生率高达 46.66%。脱贫攻
坚战打响后，才揭开了磨沟华美蜕
变的序幕。

“咱的红色资源不能丢，青山绿
水更不能破坏！”全村人达成了共
识。政府投资近百万元高标准建成
了村级长征红色文化展览馆，并与其
他红色资源连点成线，把磨沟村打造
成了红色旅游村。村里建起了农家
乐、盖起了民宿，修建了登山步道，完
善了游园设施，红色文化和绿水青山
相互融合，相得益彰。

红绿相映，村里发展起了旅游产
业，形成了“春看油菜夏赏荷，秋冬时
节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格局。现
在，磨沟村已经有特色农家乐 5家、
特色民宿 3家，能同时满足 300人的

食宿需求。
“我们村还成立了合作社，打造

了‘磨沟印象’系列产品，通过这个品
牌把我们当地的朱砂红桃、白桃、土
鸡蛋、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统一包
装、统一运输、统一销售，提高了产品
附加值，增加了群众收入。”磨沟村党
支部书记魏广文告诉记者，旅游扶贫
的开展，直接带动了贫困户创业发
展，共享旅游扶贫的红利。

如今的磨沟村再也不是原来的
穷山沟了，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 2万
元。红绿相映的发展之路，带领磨沟
人叩开了幸福之门。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实习生 邢煜
晨）8月 5日晚，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排
练，作为中华美德“忠孝节义”四部曲完
结篇——大型新编历史剧《义薄云天》在
河南艺术中心正式首演。美不胜收的舞
台设计，多媒体技术呈现的火烧赤壁时
万箭齐发、火光冲天的场面，曹操赤壁战
败后的三声笑，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义薄云天》由河南豫剧院二团、河
南艺术职业学院、汝州市委、汝州市人民
政府、关公文化研究院、河南李树建戏曲
艺术中心联合打造，选取了关羽一生中
的重大事件，紧扣一个“义”字，突出一个

“情”字，热情讴歌关羽“玉可碎而不可改
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的高贵品
质，深入挖掘了关羽身上体现的忠义精

神和时代价值，塑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
人物形象。该剧立上舞台，意味着河南
豫剧领域再添重磅之作。

《义薄云天》会聚了一流的主创团
队，包括编剧陈涌泉、导演丁建英、作曲
赵国安、指挥李宏权等名家，剧中主人
公“关公”由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领
衔主演。这是继《程婴救孤》《清风亭
上》《苏武牧羊》之后，李树建担纲主演

“忠孝节义”四部曲的完结篇。作为老
生演员，李树建这次大胆挑战武生行
当，无疑是他戏曲舞台上的一次重大突
破。③9

▶8月 5日晚，大型新编历史剧《义
薄云天》在河南艺术中心正式首演。⑨3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美艳）8月 4日傍晚，雨后初霁，暑
热暂退。位于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
的鹤鸣湖景区，游人如织。湖水微
波荡漾，四周绿树环绕。快速驶向
湖心的小舟，“犁”出长长的“水垄”。

鹤 鸣 湖 西 岸 ，坐 落 着 西 酒 寺
村。别看如今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

“湖景村”，但在几年前，西酒寺还是
省级贫困村，村民们靠着种粮种树
过活。

何以有如此大的差距？这还得
从鹤鸣湖的变化说起。

鹤鸣湖位于汤河下游，以前叫
汤河水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
里水清草茂，鱼虾成群，可到了九十
年代，受工业废水污染，鹤鸣湖一度
成为污水湖。

“水里的鱼虾不见了，水边孩子
们的嬉闹声也消失了。”每每提起，
在西酒寺村生活了几十年的李建民
总是摇头叹气。

还百姓一条清水河！2017年以
来，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整
治，关停污染企业，完善污水管网，
进行截污治污，鹤鸣湖的水质和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清澄的湖水，草木丰茂的湖中
岛，引得白天鹅、白鹭等数十种鸟类

“光顾”。如今又增加了“碧湖旭日”
“秋岛拾金”等景观，已然成为当地
旅游休闲的“香饽饽”。

“太振奋了！”正为西酒寺村寻
找脱贫产业的驻村第一书记郭纪伟

难掩内心的激动，家门口有3A级景
区，村里有土地，何不发展特色种植
来吸引游客呢？

有着10年创业打拼经历的鹤壁
小伙胡小刚，与郭纪伟的想法不谋而
合。相中鹤鸣湖的旅游资源，2018年
他在西酒寺村成立昇华果树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户+
村集体”模式，种植火龙果、芭乐等热
带水果，发展乡村旅游采摘产业。

“一期我们建设了3万平方米的
火龙果大棚，去年收入 30 万元，带

动15户贫困户脱贫。”胡小刚说。
有了产业支撑，再加上各项扶

贫政策，西酒寺村摘掉了贫困村的
帽子，贫困人口也全部脱贫，仅去年
村集体就增收12.1万元。

“西酒寺之‘变’源于鹤鸣湖之
‘变’，咱尝的是绿水青山的甜头。”
西酒寺村村民深知，是美丽的鹤鸣
湖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生活，鹤鸣湖
就是他们的幸福湖。保护湖水不受
污染，和生态环境互促共进，将来的
日子一定越过越好。

“良好的河湖生态让沿湖的百
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围绕
鹤鸣湖我们还有大文章要做。”郭纪
伟透露，环湖路已建成通车，接下来
要盘活沿湖土地，扩大特色种植规
模，同时“试水”农家乐项目，让西酒
寺这个湖边小村更有看头，乡亲们
的生活更有奔头。③6

磨沟村“挥别”穷山沟

豫剧再添重磅之作

大型新编历史剧《义薄云天》首演

今年我省淮河和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工作要点发布

秉持“人城产”理念
织牢“三生共融”网

鹤鸣湖 幸福湖

脱贫户苏金叶在火龙果大棚内
工作。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
美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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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一个个美丽的村庄，如
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青山绿水中闪
闪发光。

平桥区委书记李灵敏介绍，2018
年以来，全区先后整合投入资金 15
亿元，大力实施农村道路、生态绿化、
安全饮水、垃圾治理、污水处理、文化
广场等十余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
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
断改善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掀起了
美丽乡村建设的高潮。

按照“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
庭院美”的标准，平桥区已成功创建2
个“美丽小镇”、9个省级人居环境整
治示范村、33个“四美乡村”、5070个

“五美庭院”。
人居环境的提升，让平桥的乡村

处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
愁，唤回了越来越多的思乡游子，等

来了慕名而至的八方宾朋。
原本在信阳城区开了多家烤鸭

店的马宪斌，只去了一趟平桥区兰店
街道王寨村，就立即租下村中一个院
落，新开一家分店，夫妻俩天天守着
小村乐悠悠。

黄淮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规
划师赵辉，参与明港镇新集村的规划
改造后，干脆留了下来，还推动学院
与明港镇在此共建拙匠书院和拙匠
书舍，探索实践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与
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新模式，让越来越
多的村庄通过乡村“美颜”，吃上“旅
游饭”，端上“生态碗”。

远山近水、绿树成荫，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让乡村处处繁花似锦、落英
缤纷，山水如画、乡村如诗的新平桥，
变得越发灿烂迷人。③5

（详见今日8版）

乡村“美颜”处处景

清澄的湖水清澄的湖水，，引得白天引得白天
鹅鹅““光顾光顾”。”。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