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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寨村坐落深山，因为深，所以一直是脱贫攻

坚必须要啃下的硬骨头。这几年，借着一山之隔

西峡香菇的品牌溢出效应，古寨村村民发展香菇

种植，说实话，销路不愁，但也卖不上好价钱。

为啥？古寨村的香菇种植以散户为主，规模

化、集约化程度上不去，种植香菇的大棚还比较原

始粗放，标准化程度达不到，香菇质量参差不齐，

价格就会相差悬殊。

唐建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带领村民不断外

出“取经”，新思想、新技术让村民们眼界大开，与外

界的心理距离拉近。一头连农户，一头连市场，啃

下脱贫硬骨头，走上小康路，希望在升腾。③6

采访手记

古寨村位于瓦窑沟
乡东北部，距离卢氏县城
80公里，与南阳西峡县交
界，是长江流域丹江水库
范围的水源保护地。古寨
村主要产业是食用菌和中
药材种植。该村 2014年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7 户
166人，2019年年底退出
贫困村序列。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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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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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波
李筱晗

住在深山老林，是一种怎样的
生活体验？

四周被山岭围住，生活在这里
的村民，就像掉进了一口大碗，卢
氏县瓦窑沟乡古寨村也曾被村民
戏称为“碗底村”。

“小时候村里连路都没有，村
里人出不去，外地人进不来。山里
人干活走累了，可以随手推开任何
一家的门喝口水歇歇脚。”古寨村
党支部书记唐建云说，“山里的人
生性淳朴，不过家里边也实在是没
啥东西。”

山高路远水长，生活在“碗底”
的古寨村村民一直默守着祖辈传
下来的老手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

眼看着山里山外的其他村庄都
脱了贫，古寨村村民“眼气”得很。

古寨村的自然环境，外人眼里
是世外桃源，在唐建云心里却是必
须迈过的大山，必须啃下的“硬骨
头”。

“山里想找块平地都很难，发
展农业肯定行不通。”

“翻座山就是西峡，何不搭上
香菇的顺风车靠山吃山？”

有了发展思路，说干就干。这
几年，唐建云带领村民发展香菇种
植，村民生活有了起色。

村里有了变化，修起了柏油

路，通上了公交车，用上了自来水，
古寨村开始了与外界的第一次“交
流”。

车通了，唐建云开始频繁带领
村民出去考察。“不出去，你永远不
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唐建云
感慨，同样是种香菇，3公里外的瓦
窑堡村已经用上了智能温室大棚。

8月21日，记者来到了唐建云
慕名已久的智能温室大棚，里面风
机、空调、摄像头、喷淋头、环境传
感器等设备一应俱全，香菇 24小
时享受着自动保温、喷水服务，在
植物补光灯照射下，个个饱满圆
润、菇腿粗壮。

“再看看我们的大棚，再简易
不过了，大热天钻在里面像进了
蒸笼，村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
不能继续守着老一套刨食了，唐
建云决心带领几个种菇大户先期
搞试点，在古寨村掀起香菇种植
方式的“革命”。

村民黄怀敏前段时间喜提了
一辆小轿车，高兴之余，把村里三
五好友请到家中。曾经的贫困户
变身今天的致富达人，他一直说自
己是搭上了好政策的快车，出去看
得多了，眼界也就有了。

就拿一山之隔的西峡来说，
同样是种香菇，西峡的香菇酱远
销海内外，古寨村的香菇却默默
无闻。

餐桌上，听着黄怀敏讲述着
山外的“景色”，唐建云内心又起

了波
澜。“试
想 现 代
化 的 加 工
企业建成后，
能 生 产 出 香
菇系列产品，附
加值肯定能翻几
番，村民的钱包肯定
鼓起来。”

唐建云下定决心，
古寨村一定要尽快引进
一家食用菌加工企业。

“有目标，有政府支
持 ，咱 们 还 有 啥 干 不
成！”唐建云给大家鼓劲
儿的同时，县里传来了
好消息。为积极拓展香菇
产业链，卢氏县与天津渤
海商品交易所签订框架协
议，共同打造集检测、贸易、结
算和价格发布等于一体的香菇
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与上海市
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联姻，培育
香菇界的“隐形冠军”。

今天的古寨村，一座座民居
错落有致，灰片瓦、白砖墙、朱红
窗，道路两旁牵牛花竞相开放。随
着人流、信息流不断交汇“碗底
村”，村民见识多了、眼界宽了，生
活有了新的打开方式。③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村里的苍蝇少了。这是尉氏县庄头镇
鸡王村村民陈小玉最近感受到的一个“小
变化”。“原来垃圾都是往路边随便一倒，天
气一热就臭气熏天，苍蝇乱飞。”

如今的鸡王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
子。8月 19日，记者走进这个刚刚被评为
河南省“美丽庭院”示范村的小村落，只见
道路两旁，皆是花团锦簇，房前屋后，处处
绿意盎然。

“走，去俺家看看。”陈小玉热情地招呼
着。在她家小院里，记者看到，院内打扫得
一尘不染，三轮车、电动车井然有序地停放
在车棚里，屋里的家具、生活用品也都摆放
得整整齐齐。“上个月俺家刚评上了村里的

‘美丽庭院’，现在每天都要打扫打扫。家里美，
心情更美。”她笑着说。

“鸡王村能有今天的变化，要归功于‘美丽
庭院’创建活动。”村妇联主席王桂锋告诉记者。

万事开头难。王桂锋说：“一开始，很多村
民认为自己家的卫生状况跟村里没关系，上门
检查也经常吃‘闭门羹’。”为了解开群众思想上

的“疙瘩”，村里开起“夜谈会”，让村民们自己讲打
扫卫生的好处，互相鼓劲，同时，建起长效机制，由

党员带头，街长监督，保洁员参与，对村内道路进行不
间断打扫。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家庭动了起来，打扫房屋、种植花

木、布置装饰，许多院落焕然一新。现在，村里每个月都要
开展“美丽庭院”评比表彰活动，已表彰村级“美丽庭院”45户，
实现了从“一户美”到“户户美”，“一时美”到“时时美”的转变。
此外，在鸡王村，“美丽庭院”评比不仅要比“硬件”，还要看

“软实力”。
村民王文治把自家“巴掌地”的庭院变成了精美的“微花园”。

在他家客厅里，“家和万事兴”书法作品格外醒目。老王说，这是他
家的家训，把家训挂在屋里，既是对家庭成员的提醒，更是对好家风

的传播。
除了庭院整洁、居室干净、厨厕清洁，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尊老爱幼

都是参评“美丽庭院”的必要条件。王桂锋说：“我们将从‘美丽庭院’中选
出更多好媳妇、好婆婆、好少年，让‘美丽庭院’带动文明乡风。”

在我省，像鸡王村这样依靠“美丽庭院”创建发生“蝶变”的地方还有很多。近日，省
妇联、省文明办、省委农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下发通知，命名新密市等 10个县

（市）为 2018—2019年度河南省“美丽庭院”创建示范县（市），鸡王村等 100个村（社区）
为河南省“美丽庭院”创建示范村（社区）。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说，创建“美丽庭院”就是要唤醒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社会最小细
胞——家庭去营造“美”，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促进人居环境改善、文明素质提
升。“以家和、院净、人美为标准的‘美丽庭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我们将以创建活动
为契机，引导更多的家庭见贤思齐、向善向美。”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部分地方的个别进口冷冻
食品尤其是冷冻生鲜产品外包装等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呈阳性，引发社会关注。目前进口冷冻
食品能放心吃吗？8月 21日，记者跟随省卫健委、
郑州市卫健委对郑州部分生鲜市场等进行了实地
走访。

当天上午 9点，记者来到位于中牟县的万邦生
鲜市场，在园区外的待检区内，十几辆冷冻车正在
排队等候“检查”。

两名中牟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其中
一辆车上的进口生鲜冷冻食品进行样本提取。检
测结果一般会在4小时后出来，核酸检测呈阴性，这
辆车才算“过关”。

除了进口生鲜冷冻食品“每车必检”之外，万邦
生鲜市场还实行闭环管理，工作人员每天不定时对
园区里商户进销台账、检验检疫票据、食品安全检
测报告等进行抽检抽查；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园区
所有外环境和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处理，确保食品安
全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万邦生鲜市场未出现一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自北京新发地疫情发生后，我省高度重视、迅
速反应，当天夜里即下架了多家市场的三文鱼，随
后针对冷链运输的进口食品等重点环节和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场所，组建多部门联合工
作组，开展常态化检查工作。

同时，全省各级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协调市场监
管、商务、交通运输、卫生健康部门组成检查组，对
重点场所的生鲜、冷冻畜禽肉类和海鲜水产等进行
排查。

自 8月份以来，全省各地检测屠宰、生产加工、
储存运输、经营销售等环节样本肉类、水产品类、
其他食品 2819 份，食品外包装 966 份，环境样本
2854 份，从业人员样本 3452 份，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③4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李子耀）8月 24日，信阳市人民政府与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签署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决定在罗山
县建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江淮校区。

据了解，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江淮校区规划占
地 2000亩、招生 1万人以上，预计明年 9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江淮校区的落地，
将有力推动河南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信阳经济社
会发展。

近年来，信阳市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
战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基
础设施、环境建设、人才引进、经费支持等方面优先
保障，推动了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目前，该市有院士工作站 11家，高新技术企业
100多家，高校和在校大学生数量均居我省各省辖
市前列，高校、人才集聚效应明显。③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牵手信阳建新校区

做好食品检验检疫
确保百姓“舌尖安全”

家庭“小美”聚合
乡村“大美”

聚焦应用技术类型示范校建设·经验篇②

黄河科技学院：青春在创新创业中闪光
□王绿扬 王军胜

2020 年 3月，已是黄河科技学院
创业明星的2018届毕业生王维博来到
兰考成立了河南桐吉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开始第二次创业。“乡村振兴需要青
春力量。我能做的就是到基层去，在助
力乡村振兴中绽放人生最美芳华。”王
维博说，自己的创业之路正是从这个全
国第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起航的。

“在一堂创新创业基础课上，我突
然产生了通过电商平台将农副产品卖到
全国各地去的想法，随后在老师的指导
下开始创业。”短短两年时间，这个质朴
的小伙已经将销售范围扩展到了全国。

“这是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黄河
科技学院校长杨雪梅说，学校把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多
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创新创业生态
体系，全方位拓展和提升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助力学生在创新创业路上逐梦。

全链条搭建“孵化摇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

青年要“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
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在黄河科技学院，第一堂课正是
“创新创业”。1984 年学校创始人胡
大白拿出 30元创办的黄河科技学院，
已经成为河南乃至全国民办教育的一
张名片。可以说，创新创业已成为黄
河科技学院人共同的“基因”。

2012 年，创建大学科技园；2014
年，与郑州市二七区政府合作共建“U
创港”创新创业综合体；2015年，黄河
众创空间获批全国首批众创空间；
2016年，入选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大学科技园孵化器被认定
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17 年，
大学生创业园获批全国大学生创业示
范园；2019 年，大学生创业孵化园被
认定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一
步一个脚印，黄河科技学院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
之路。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在校
园里转上一圈，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创
新创业氛围。24小时开放实验室、黄

河讲坛、创客训练营、校企合作工作
室、创客工厂、众创空间等，凡是想创
业的学生，总能在这里找到最好的场
所；创客公寓、培训中心、学术报告厅
等齐全的配套设施，更为创客提供着
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

如今，学校已建成“创客工作室—
创客工厂—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全链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搭建了
公共综合服务、专业技术支撑、科技金
融服务、创新创业教育、生活保障等五
大服务平台，已入驻企业和团队 107
家，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文化创意
方面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飞轮威尔、
大广电子、河南石象等众多高新技术
创业企业在这里孵化、腾飞。

“第二课堂”激活创新密码

从黄河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毕
业两年的马帅，已经是两家企业的总
经理。在校时，他曾斩获全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并两
次获得河南省金奖。而让他与创业结
下“不解之缘”的，正是学校的“第二课

堂”。
马帅初入大学之时，创新创业已

经在校园内掀起热潮。学校跨院系、
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
才的机制，让他能够在完成本专业课
程的同时，学习商业模式设计、沙盘路
演、就业指导等创客所需的课程。

小苗破土，何愁大树不成。
除了为创客提供硬件设施，学校

在课程设置上强化“创新”意识，在各
项活动里突出“创新”要素，在各种赛
事中凸显“创新”导向，通过加强创新
创业教育、技能实训、搭建竞赛平台和
成果孵化，切实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

“我们对学生采取的是‘课堂+园
区+企业’的‘三元合力’人才培养模
式。”杨雪梅表示，学校要培养的是应
用型创新性高级专门人才，这意味着
学生们在大学四年中不仅要接受理论
学习，还要学习职业技能、培养职业素
养，为今后创业就业奠定基础。

目前，黄河科技学院在大学科技
园内联合组建高水平研发中心和实

训基地 4 个，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282
个，为学生搭建了实践锻炼的良好平
台，学生创新的火花不断迸发。

贴心服务为创客精准护航

创业问题各不相同，如何精准护
航？在黄河科技学院，“最后一公里”
由“校友导师”完成。作为全省唯一获
得授权的创业咨询师认证点，学院选
聘优秀校友企业家组成“创业导师
团”，从团队管理、项目发展、技术支持
等方面指导学生。

除了“校友导师”，校内创业导师
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马帅
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的创业导
师蒋华勤。他说：“蒋老师经常参加我
们的项目讨论，指导并提出建议，让我
少走了很多弯路。”

马帅告诉笔者，学校会针对大家的
创业需求，提供财务管理、企业注册、扶

持资金申请等帮助。“学校传达给我们
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创业成功，而是每
个人都应该有创新、创业意识。”

“黄河科技学院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创新创业史，学校与生俱来的创业
基因，影响着每一个人。”杨雪梅介绍，
2015年以来，该校学生共获得省级以
上学科竞赛奖励 8461项，其中国家级
奖励 1852项，在全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2银 6铜好成绩，
科技创新创业竞赛获奖数量在河南省
高校中位居前列。学校获授权专利
3588 项，在“中国新建（应用型）本科
高校发明专利排行榜”中位列全国民
办高校第一名，连续四年在全省高校
专利授权量上列第二名。“学校将继续
集聚和整合政策、资本、科技、人才、市
场等创新创业资源，为学生创新创业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让更多学生在这
里实现创业梦想。”

处处可见的绿植扮靓
了鸡王村的乡村道路。⑨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摄

古寨村村民在自家
香菇温室大棚中忙碌
着。⑨6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李筱晗 摄

位于沁阳市产业集聚区的焦作泰利机械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农业
收获机械专业制造企业，年产能达 5000余台。图
为8月21日，该公司成装车间工人正在加紧组装玉
米收获机,积极备战“三秋”生产。⑨6 杨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