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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娟）时尚的T台，靓丽的模特儿，绚丽
的灯光……一场秋冬新品定制时装发布秀正在太行山脚
下的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进行。9月 5日，规划总投资 4.5
亿的裴寨服装产业园正式开园，入驻企业河南禾合服饰同
时开业。

禾合服饰起源于上海，以高端手工定制为主营,董事
长王志毅介绍说，公司拟在裴寨规划建成一个全品类的高
端定制产业园，目前一期建设已投入 5000万元，年产男女
正装、羊绒大衣等各类定制类服装20万件/套。

十几年来，裴春亮让裴寨村实现了“人人有活干、家家
有钱赚、户户是股东”的脱贫致富梦。去年，为助力更多群
众家门口就业，他出资1000多万元平山头、填荒沟，建成1
万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产业发展配套场地，为引进禾合
服饰创造了前置条件。

目前产业园一期建成后将为当地提供 1000多个就业
岗位，并带动当地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后期禾合服饰还准
备建设40万平方米的厂房，打造一个全品类的服装定制产
业园，又可以解决约3万人就业。

在时装展厅隔壁的车间生产线上，裴寨社区沙土窑村
49岁的徐泽英正在苦练制衣技术。“现在是培训期，一个月
能拿两千元，等培训期结束了，工资不会低于三四千元。”
徐泽英高兴地说，“像俺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出不了
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真好！”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 通讯员 张一震）
9 月 7 日，从西藏 S5 线公路圭嘎拉隧道施工现场传来消
息，“河南造”高原型混凝土湿喷台车在现场施工高效，在
4560米的高海拔、高寒且地质条件复杂的高原隧道中表
现出极佳的适应性，圭嘎拉隧道壹号斜井工区负责人樊
磊称赞道。

据介绍，圭嘎拉隧道是西藏在建 S5线的控制性工程，
是目前世界最长的超高海拔公路隧道，地质复杂，隧道进口
浅埋，出口浅埋、偏压，岩溶、突泥涌水等不良地质条件为隧
道安全开挖支护施工带来极大安全挑战。

此次中铁装备集团自主研发的混凝土湿喷台车是一种
将预拌好的混凝土高速喷射到受喷面，经快速凝结形成混
凝土支护层的专用设备。不仅克服了高海拔、高寒的设备
运行极端环境，还具有喷射效率高、覆盖范围广、综合回弹
率低、操作灵活方便等优点，助力圭嘎拉隧道安全高效施
工。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9月 7日，记者从
长垣市政府获悉，为促进建筑、防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该
市出台《关于促进建筑防腐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计划通过资金奖励的方式对企业进行
支持，最高一次性奖励达1000万元。

据了解，防腐产业是长垣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注
册建筑及防腐蚀施工企业 600余家，产值、利税、队伍数量
等在全国占有份额均达 65%以上，长垣市有“中国防腐蚀
之都”的美誉。

根据《实施意见》，长垣市将从总部基地建设、企业做大
做强、企业转型发展、企业创新发展、引进培育人才等 5大
类 17个方面对企业进行奖励。其中，奖励数额最大的有：
对迁入该市的特级总承包资质企业且年产值 10亿元以上
的，一次性奖励 1000万元；对在主板成功挂牌的建筑防腐
企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9月7日，新乡市
举行庆祝第36个教师节大会。11名“名校长”、50名“名教
师”、50名“名班主任”以及11家单位荣获2020年度新乡市
市长教育质量奖。

今年以来，新乡市教育综合评价改革、校园足球发展、教
育精准扶贫“春雨行动”等工作持续深入，创新开展的中小学
课后服务在全省率先实现所辖县（市、区）全覆盖，受到中央
主题教育办点名表扬，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基础教育优秀工作
案例。教育均衡再突破，全市提前一年完成均衡创建任务。
本科一批上线人数、上线率大幅增长，上线率高出全省平均
水平6.05个百分点。

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勉励获奖教育工作者发挥辐射作
用，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做好中
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并要求全市教育工作始终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推进教育公平发展，凝聚推动教育事
业发展的强大合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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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一周年到来之
际，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发展论坛上周在
新乡举行。

如何讲好“黄河故事”，听听专家怎么说。

关注黄河“水”——

设置水资源利用刚性约束，
创新监督和协同保护制度

“从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现状来看，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比
重大、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水环境潜在
风险突出、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突出等。”生态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王东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立足我国水生态环境
保护长期进程，承上启下，既要巩固碧水保卫
战成果，又要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在总体思
路上，要明确水资源质量改善、水资源优化配
置、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风险防范、生态
环境空间管控等主要任务。

“要实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水环
境治理，就要构建黄河流域生态高水平保

护和高质量
发 展 格 局 ，
制定和颁布
黄河生态环
境法规与补

偿政策，推行生态与水功能维护的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创新流域生态环境监督和
协同保护制度。”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柏山说。

黄河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轩晓博认
为，应倡导全民节水，节约集约利用水资
源，尤其是要设置水资源利用刚性约束，提
高水的重复使用率，采用绿色节水型供排
水系统，建立多元可行的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协同推进机制，并发挥社会组织和公
民的主观能动性，做好社会监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沿黄各省区用
水特征和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争水问题突
出，原来的分水方案亟须调整。”郑州大学
水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左其亭表示，应建立
综合定额预测法、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法
集中分配模式下水量分配协商模型。

关注黄河“滩”——

滩 区 安 全 建 设 要“ 因 滩 施
策”，不能搞一刀切

“黄河下游滩区生产堤长期客观存在，
给综合提升治理工作造成很大困难。”黄
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道席认为，为推
进滩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黄河下游滩
区安全建设要“因滩施策”，不能搞“一刀
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高军表示，在
生态廊道规划设计时，一定要坚持生态优

先原则，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植
物品种，不宜大量引进外来植物。要整合
当地各种生态景观资源，努力实现生态廊
道的生态效益、景观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有机统一。

广袤的黄河滩区如何综合产生生态经
济效益？河南省农科院畜牧所草叶研究室
主任冯长松认为，作为生态经济型产业，
黄河滩区发展优质牧草产业优势显著，国
产优质牧草市场潜力巨大，建议在黄河滩
区确立以紫花苜蓿为中心的优质商品草生
产格局，经济生态双丰收。

关注黄河“魂”——

沿黄九省区携手发展黄河
文旅大有可为，新乡可建黄河文
化长廊

瑞士高等中医药学院中方院长、博士
生导师齐凯认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讲好黄河故事，要有时代精神。
沿黄九省区拥有众多资源，文旅发展大有
可为，可集聚各方资源，把沿黄最美的、最
重要的、最核心的优质文旅资源整合起来，
让黄河的每一段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室副主任潘伟斌
说，沿黄各市要加强学术研究和文化资源
整理，在整个黄河文化中精准确定自己的
历史定位，找出自己的典型文化特色，从中
选择一条展示主线，以便将本地区文化更

好地展示出来。同时，要创新展示手段，将
博物馆内的文物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更
加通俗的语言推介给世界。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袁广阔支招，黄河故道穿越整个新乡大
地，新乡可以利用黄河故道建立文化长
廊。

省美协副主席、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
长魏小杰表示，黄河故事承载的是民族精
神，这种精神应包括百川灌河的开放精神、
开阔视野的自省精神、寻找不足的看齐意
识以及万川归之的爱国精神。讲好黄河故
事，弘扬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我们责
无旁贷。

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美术学院原党
委书记朱恪孝认为，要把承载黄河文化精
神内涵的艺术遗产通过艺术管理环节释放
出来，让黄河文明、华夏文明、黄河文化转
化为新时期的现代
文明、人文精神和
民族精神，促进
黄 河 领 域 多 省
份 旅 游 资 源 的
有机联合，助推
沿黄文化大
旅游的发
展。7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清晨5点多，太阳从黄河岸边跳跃着升
起，在封丘县李庄新区俄湾小区，68岁的吴
贵海早早醒来，乘电梯下楼到附近名为“河
安”的社区公园里遛弯。回来时，捎上豆
浆、包子，老两口的早餐就解决了。

去年 6月 22日搬过来，到现在一年挂
零了。吴贵海喜欢如今这个家：“真是哪儿
哪儿都如意！之前在老村，早上不开伙，就
没饭吃。”客厅茶几上放着8个大苹果，有几
个已经有点儿皱巴巴的了。身体逐渐硬朗
的老伴儿朱广叶扶着轮椅慢慢走过来，嗔
怪他：“买恁多，你当还是在老村呢？”

在老村，赶集得跑老远，太不方便，大家
都习惯了一次多买点。蔬果米面因为时间长
而烂掉或是生虫、发霉是常事。如今，小区里
就有超市，随吃随买，下楼几分钟就搞定了。

一户人家挪挪窝都得忙
活好几年，这滩区几万
人整体搬迁，谈何容易

吴贵海家原来所在的李庄镇俄湾村位
于黄河滩区。春季黄沙漫天，夏季洪水泛
滥，两年一水灾，三年一大旱，滩区百姓的
日子真艰难。2014 年，省委、省政府启动

“三山一滩”扶贫开发工程，李庄镇被纳入
试点，国家出资补贴村民用于迁建。按说
这是大好事儿，可吴贵海却不以为然。

在俄湾村乃至李庄镇，提起吴贵海，几

乎无人不晓。“出名”是因为他一根筋、认死
理的直脾气：看见谁办的事不对、说的话不
中听，他就要叫板、较劲。也不分人，无论
是平头百姓还是村镇干部，只要觉得你不
对，他都“火力全开”。所以，大家都觉得他
是个“牙茬”（豫北方言，形容一个人爱较
劲、较真，脾气大，不好相处）。

吴贵海也不是不愿意搬，他就是觉得
“弄不成”。他当过兵，开过饭馆，卖过西瓜，
又精于葫芦烙画，是乡亲们眼里见过世面的
文化人。他自认活了大半辈子啥事都经过
了。“一户人家挪挪窝都得忙活好几年，这滩
区几万人整体搬迁，谈何容易？”他说。

俄湾村属于第二批搬迁村。2015年 7
月，镇里组织村民交迁建保证金，不少村民去
排队，可吴贵海就在村头跟几位老人下棋。
他淡定地说：“急啥，搬不成，保证金交了也白
搭。”老伴儿哭着催促，倔脾气的他才很不情
愿地去交钱。全村380户，他家排在374号。

俺自信了一辈子，但在
搬迁这件事儿上，竟然
看走了眼，马失前蹄了

镇里集中测量村民老房面积时，吴贵海
刚好带老伴外出看病，回来一看，他家房子面
积量少了，急得要去镇里评理。邻居劝他别
讨没趣了，村里有个人在镇政府上班，房屋评
定等级后，想找关系再评高些，没想到一核
验，还降了一级。吴贵海不管，他直接找到镇
里，副镇长周志远到实地核查，发现宽度果然

少量了0.7米。补足尺寸后，老吴又发现他家
的阁楼和院子里的一条楼梯没有统计，镇里
都按规定据实进行了调整。经过这事儿，吴
贵海觉得这些干部不错，不认关系认事理。

第二批迁建房完工，群众选号时，有人
反映部分房子的地板不符合质量要求。该
镇党委书记陈明召集全镇及各村党员干
部、群众代表和大小承包商召开搬迁工程
质量检查大会，不仅当众向群众鞠躬道歉，
还要求施工方对有质量问题的全部返工。
吴贵海觉得干部们敢说敢干，知错就改，当
众担责不回避，就凭这，让他服气。

当年10月，李庄镇首批群众搬进新区，
住上了带着电梯、配套齐全的新房子。吴
贵海感慨：“俺自信了一辈子，但在搬迁这
件事儿上，竟然看走了眼，马失前蹄了。”

去年 3月 21日，包括俄湾村村民在内
的李庄新区第二批迁建户开始选房。担心
好户型被挑完了，吴贵海去找排在前几号
的村民商量：“我给你一万元，咱俩换个号
呗？”“给两万也不换！”根本没人接招，可把
吴贵海后悔死了。

我这脾气又臭又硬，一辈
子不巴结人，不说假话。
我说好，那是真的好

吴贵海家老村的院子还是 1975 年盖
的。这些年，为了供儿女上学，房子一直没翻
新。2017年11月，他的老伴儿突发脑溢血，
生活不能自理。屋子、院子的地面都是些烂

砖头，凹凸不平，老伴儿康复锻炼时走几步都
不成。

老伴儿爱干净，死活不肯在屋里方
便。冬天太冷，一出一进怕受凉；夏天蚊蝇
多，晚上陪老伴儿去趟厕所，吴贵海扶着老
伴儿，还得拿着手灯、带着蚊香，不长的路，
往往得歇两次。选房的时候，吴贵海排得靠
后，但想着反正有电梯，索性专门挑了带有
山梁的顶楼，在客厅的山梁上固定了个拉伸
器，让老伴儿在家就能锻炼。

在老院的最后一个春节，吴贵海自编
自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先看看，新区新
楼真的喜欢。下联是：再瞅瞅，老宅老院有
点不舍。横批是：要搬家啦！

如今，住在 180平方米的电梯房里，老
伴儿能扶着轮椅随意走动，阳台收拾出来
种上了她最爱的花花草草。“牙茬”老吴现
在不“牙”了，逢人就说新区好，新家好，还
专门为搬迁写了不少打油诗和小故事。

不久前，听说镇里规划要在迁建复垦后
的滩区建设天然公园旅游区，老吴闷家里好
几天，手写了近3000字的“建设方案”送到镇
政府，建议打造黄河泥巴浴场、黄河泥染坊、
黄河茅草庵、滩区人民生活博物馆等项目，让
大家不忘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我这脾气又臭又硬，一辈子不巴结
人，不说假话。我说好，那是真的好。”说
着，吴贵海给记者念起了他的一首打油诗，

“站在高层极目看/一眼望到黄河边/幼儿能
上幼儿园/青壮上班有钱赚/女人逛街有商
场/老人遛弯有公园/感恩中国共产党/送给
我们新家园……”7

讲好“黄河故事”听听专家怎么说

“牙茬”吴贵海的“两极反转”

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我为‘节约’代言”签名活动，号召大家共树文明节俭新“食”尚，
拒绝“剩”宴，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7 刘静 刘思琪 摄影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
本报通讯员 张玉杰

郭
小
庄
的
油
葵
丰
收
啦

图/王伟宾

“以前种小麦、玉米，一年下来一
亩地也挣不了几百元钱，现在把地流
转给村集体，一亩就能挣1000元，还
能来葵花基地帮忙，一天也有70块
钱收入，收入高多了。”9月7日，新乡
市高新区关堤乡郭小庄村，近三个月
的花期过后，300亩油葵迎来了收获
季节，村民孙听英和她的“同事们”正
忙着对成熟的油葵进行收取、分拣。

2019年，郭小庄村通过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成立郭小庄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流转300亩土地种植油葵，
花期吸引市区游客观光休闲，成熟后
销售葵花籽或榨成油再进行销售，增
加村民收入。据介绍，今年郭小庄村
的油葵大约能收获12万斤葵花籽，
预计可增加村集体收入约30万元。

近几年来，郭小庄村依托油葵观
光基地，还重点发展鲜果釆摘、休闲
垂钓、廊道观光、特色民宿等项目，创
新“农业+旅游”发展新模式，推动乡
村旅游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助力农民增产增收。7

◀油葵喜获丰收，孙听英（右一）和“同事们”乐开了花 7 任娜 摄

▲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刚被采摘下的油葵 7 任娜 摄

▲油葵花海间的观光走廊 7 张玉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