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阳时庄遗址发现的 28座夏代早期“粮仓”
遗迹，以围墙围成密集圆形粮仓，专用于粮食的
集中储备，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为研究我国
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
的税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这是时
庄遗址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主要因素。

在河南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项目中，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上
榜。考古发现，洛阳回洛仓仓窖数量在 700座左
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
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在浚县大运
河边发现的黎阳仓，探明的储粮仓窖也有90多座。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研究员说，隋
唐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
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最完备的时期。这
一点在考古中得到了证实，回洛仓遗址、含嘉仓遗
址、黎阳仓遗址都入选了大运河世界遗产名录。

除了上述考古发现外，中原地区考古中发现
的粮仓遗迹还有很多。偃师商城小城的西北部
发现的 8列 23座排列有序的较大的圆形建筑基
址，很有可能是当时囷仓遗址。登封东周阳城遗
址发现大量战国陶器上有“阳城”“阳城仓器”的
戳记，说明这些陶器是阳城仓使用的。洛阳发现
过汉代的地下粮仓，出土的大量汉代陶仓楼是当
时庄园经济地上粮仓的缩影。浚县黎阳仓遗址
发现了宋代的地面粮仓遗迹。

刘海旺说，一般来说，宋代以后地面粮仓逐
渐成为主流。但并不绝对，像鹤壁就发现过宋元
时期的地下粮仓。在北方，地下存粮技术还是有
优越性的。

历史典籍中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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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河南淮阳时庄遗

址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

最早的“粮仓城”。

在遥远的夏代早期，中原地

区就有了大型“粮仓城”。而通过

多年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在中原

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粮仓遗迹，证

明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粮仓城”有

着众多的“后代”。一系列粮仓的

发现，反复印证，粮食始终是国家

的头等大事。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农耕文明，民以食为
天。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

专门存储粮食的“仓廪”很早就进入了文
字记录的视野。甲骨文的“仓”字很明显是一
个地下窖穴上面覆盖着圆锥形屋顶的形象，防
雨防风防沙尘。历史记载中，商纣王时期就有
个巨大的粮仓叫钜桥仓。

秦汉典籍中经常见到“敖仓”的身影，敖仓
的位置大概在郑州西北汉霸二王城附近。秦
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敖仓之战”的失利是起义
军由盛转衰的关键。随后的刘邦、项羽楚汉争
霸，敖仓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在中原进行了著名的
官渡之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位置大
概在今天河南封丘西），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隋末农民起义时，瓦岗军占领洛阳回洛
仓，开放粮仓吸引饥民，瓦岗军由此成为隋末
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唐朝一统天下后，吸取隋
朝将粮仓建在城外的教训，扩建洛阳城内的含
嘉仓，使含嘉仓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粮仓。

从古至今，河南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区。随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深入，现
代化的粮仓拔地而起。古老的粮仓逐步退出了
实用而转变成了历史文化的载体，成为传统文化
现代转换的一个窗口。

洛阳依托丰富的隋唐仓城遗址，打造的仓窖
博物馆已经对外开放；黎阳仓所在地浚县，保存的
4座土圆粮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浚县建造的第一
批国建粮仓，现在经过整修，已经是大运河文化片
区的重要景点，成为人们寻找文化乡愁的打卡地。

放眼全国，北京的南新仓是北京现存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明清皇家仓廒，现在建成了南新
仓文化休闲街，主打文化创意牌；在安徽合肥，也有
一个文化创意园区——1952粮仓，是由旧粮仓改造
而成的文化创意园区，成为安徽版的“798艺术区”。

刘海旺介绍，时庄遗址所在的时庄村，对文
物保护非常重视，当地有意在保护文物的前提
下，发挥夏代“粮仓城”的文化资源优势，发展乡
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古老的粮仓从储存物质粮食正逐步蝶变为
储存精神食粮的时尚场所，继续滋养现代人的精
神生活。③9

□本报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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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汝州
市税务局积极立足对口帮扶村玉皇村
的实际，大力发展蜜蜂养殖产业，拓宽
产品销售渠道，为推动乡村振兴持续
贡献“税务力量”。

发展蜜蜂养殖产业，集体经济零突
破。走进汝州市大峪镇玉皇村蜜蜂养殖
场，一只只小蜜蜂犹如精灵一般在花丛
里、果树间不断飞舞，将香甜的蜂蜜不断
地带回蜂箱之中。这个蜜蜂养殖场，是
在玉皇村对口帮扶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汝州市税务局大力扶持下筹建起来
的。昔日的玉皇村，因地处汝州市大峪
镇西南部山区，交通不便，耕地面积少，
没有任何产业支撑，村集体收入为零，
村“两委”班子陷入“无钱办事”的窘境。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
派驻到玉皇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刘志高
和他的队员们一直在努力探寻发展集
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方法。经过
深入调研、多方论证，决定依托玉皇村

位于山区的自然条件搞蜂蜜养殖产
业，发展村集体经济。确定项目后，刘
志高带领驻村队员多方筹措 5万元启
动资金，成立了蜜蜂养殖场，筛选确定
了 4名村民为养蜂人员，送至汝州市
举办的乡村产业振兴技能培训班学习
培训，并取得了蜜蜂养殖专业证书。
通过汝州市税务局、玉皇驻村工作队
及村“两委”的共同努力，玉皇村蜜蜂
养殖场 2020 年 4 月正式建成并投入
使用，已累计产出蜂蜜4000余斤。

积极做好宣传推介，优质产品不
愁销。因为山里环境好，玉皇村出产
的蜂蜜色泽金黄透亮，入口绵密香甜，
带着淡淡的植物香。驻村工作队帮忙
寻找蜂蜜产品检测公司，协助办理蜂
蜜检测相关工作，确保产品质量有保
证。为提高蜂蜜的知名度和销售量，
驻村工作队的年轻小伙梁如阳，想到
了直播卖货和微信售货的方法，通过
直播平台推销以及在朋友圈、微信群

发布信息，先后为玉皇村零售蜂蜜 5
万余元。同时，梁如阳手把手教会了
养蜂人马二学直播宣传，让他将玉皇
村蜜蜂的生长环境、生产过程等都用
直播形式呈现给消费者，让大家买得
放心，吃得顺心。通过多种渠道的宣
传推介，玉皇村蜜蜂养殖场打出了绿
色品牌，赢得了市场口碑。目前产销
两旺，已累计销售 20余万元，村集体
经济积累实现了“零突破”。

春天到了，漫山遍野的花儿开了，
蜜蜂们正忙着采摘花蜜。产业有了、村
民富了、集体凝聚力提高了，一张张笑
脸洋溢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中，税务部门将一如既往为乡村振
兴增添更多的“税力量”，持续做好产业
发展扶持，高效落实好相关税费优惠，把

“活血”源源不断输送到乡村振兴的“毛
细血管”，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自我“造
血能力”和内生动力。（冯社彬 刘丽丽）

汝州税务：因地制宜扶持产业发展 税务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网林

州市供电公司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
切入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细雨春
耕”百万客户大走访活动，建立与客户
良好沟通的桥梁，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供电服务水平，践行“人民电业为
人民”的服务宗旨。

大走访活动从 3月份开始正式启
动，截至 3月底已累计完成客户走访
30余万户。4月 12日，该公司对大走
访活动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公司领
导实行责任分包制，16个供电所党支
部带头冲锋逐户上门，确保全市 116
万电力客户走访服务全到位。

“今天，供电公司给我们师生上了一
堂形象生动的电力科普课，小朋友们对
安全用电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在林州市实验幼儿园，城北供电中心服
务人员对该校宿舍、教室、食堂等场所的
用电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现场讲解电

气火灾应急处置方法，为全校师生提供
更加安全、放心的用电环境。

“俺家每月的用电信息在这个网
上国网软件上显示得清清楚楚，还经
常有电费优惠红包，现在供电公司的
线上、线下服务可都真不赖。”在黄华
镇东街村杨永亮家中，城南供电服务
中心人员耐心向客户演示“网上国网”
APP的使用方法，这种上门服务的方
式，赢得了杨永亮的称赞。

此次“细雨春耕”百万客户大走访
活动，是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持续提升
供电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
中，工作人员入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
全面排查治理全市营业场所存在的电
气火灾隐患，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对宾
馆、商场、学校、住宅小区等人口密集场
所进行电气火灾隐患排查和整治，建立

“一患一档”客户档案信息，及时帮助用
电客户消除安全隐患；张贴便民服务

卡，收集整理客户电力服务诉求和建
议，分类开展即知即改、限期整改、研究
治理工作，做到一切问题全部在供电网
格内办理；针对企业用户，开辟快速服
务绿色通道，缩短业务办理时间，建立

“一对一”定制服务，为客户安全、经济
用电提出合理化建议，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推行优质服
务五级网格客户经理制，进一步加强供
电服务网格化管理。继续深化业扩报装

“放管服”要求，大力实施“三减四零”办
电服务，提高办电效率。完善“以客户为
中心”的现代服务体系，以更加贴心、暖
心的服务快速响应客户用电需求。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于 5月 15日
前全部结束，届时林州市供电公司将
成立专项验收小组，按照最低5%的比
例对走访结果进行随机抽查，确保活
动开展取得实效。 （张澜）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百万客户”大走访“细雨春耕”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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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4月 16日，记者从鹤壁市林
业局获悉，该市从外地引进并成功试
种的“不飞絮杨树”，有望在全市大面
积推广种植。

近年来，治理春季杨柳飞絮问题
一直受到鹤壁市各级林业部门的重
视。“杨树是北方乡土树种，在改善城
市环境、降噪固尘、降温增湿等方面
功效显著，是公路绿化、生态造林的
主力树种。但伴随杨树数量逐年增
多，飞絮的困扰也随之而来。”鹤壁市
林业局生态建设修复科科长张秀林
介绍。

为解决杨树飞絮这一突出难

题，从 2013 年起，该市林业部门先
后从山东采购近 8000 株不会飞絮
的窄冠毛白杨进行培植。通过科学
栽植、精心管护，如今这些树胸径平
均已达 25厘米，树形优美，长势良
好，标志着无絮毛白杨在鹤壁试种
成功。

“杨树为啥飘絮？飘絮的其实
是杨树雌株。我们引进的窄冠毛
白 杨 属 于 不 会 飞 絮 的 雄 株 毛 白
杨。大面积种植后，不仅可以解决
困扰群众多年的春季飞絮难题，也
为公路、河流廊道绿化、城区围护
林带建设等提供更多树种选择。”
张秀林说。③4

无絮杨树有望大面积种植

□本报记者 陈慧

进入4月，中原大地再次迎来春
日的烦恼：漫天飞絮弥散于城乡，过
敏体质的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杨树
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恨不得
将其全部砍掉。

杨树飘絮，是因为雌株在性成
熟以后要孕育和散播种子，杨絮就
是种子上的白色长毛。

河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总工程
师夏丰昌说，近年来，杨絮爆发，是因
为2000年至2008年之间，出于经济
效益的考虑，加上退耕还林等推动，
我省各地大量种植杨树，其中，飞絮
的雌株几乎占所栽杨树的90%以上。

杨絮成灾，令人不胜其烦。各
地也想出不少治理办法，比如注射
抑花剂、用高压水枪冲洗树冠、高位

嫁接、疏除花枝等等，但均治标不治
本。一些地方为了治理杨絮，一方
面砍伐杨树，一方面禁栽杨树。根
据 2018 年森林资源清查，杨树面
积、蓄积分别占全省森林面积、蓄积
的 17.9%和 30.31%，比 2013 年的
30.5%和 43.94%下降不少。

省林业局总工程师汪万森表
示，作为平原地区的“当家树种”、全
省森林资源的主要组成树种，杨树
树体高大，生长迅速，木材产量高，
用途广泛，生态防护功能突出，固碳
能力强，经济价值高，目前还没有任
何一个树种可以取而代之。根治杨
絮问题，只能徐徐图之。

省政府印发的《森林河南生态建
设规划（2018—2027年）》提出，要大
力发展乡土树种、珍贵树种，合理选
择多树种造林，有步骤地对现有产生

飞絮树种（如杨柳树雌株、多球悬铃
木等）进行更新替换。

夏丰昌说，近两年，由于木材价
格明显上涨，杨树重新受到追捧，但
成片种植的基本都是无絮杨，也就
是杨树雄株。

在杨树雄性品种选育方面，省林
科院、周口市林技站等单位引进了多
个品种，正在开展育苗试验和对比试
验。目前，我省已审定“周雄1号”杨、

“箭杆1号”毛白杨等2种无絮杨品种。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我省杨絮污染问题，对确需栽植杨树
的地段，将鼓励和引导种植优良无絮
杨，减少使用雌性品种造林。没有经
过审定的无絮杨品种可以办理生产
经营许可证并申请育苗补贴，采用无
絮杨品种苗木造林可享受一般造林
工程补助。③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胡惠娟

“四月牡丹盛开，是洛阳最美的
季节，但也是杨柳絮‘猖狂’的季
节。不过，今天带家人来赏牡丹，只
闻花香，不见飞絮。”4月 16日，在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来自河北的游客
刘女士对洛阳市的空气质量连连称
赞。

“春季飞絮是普遍现象，我们到全
国各地学习治理办法，总结出一套‘笨
办法’。”洛阳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
绍，该市绿化、环卫等部门协同作战，
通过排查摸清市区杨柳树“家底”，采
用“冲、洒、扫、吸”等措施，对杨柳絮进
行立体治理。

冲，是指针对飞絮怕水的特点，

用雾炮车、高压水枪、无人机等设备
把飞絮抑制剂、清洗剂混合液等喷
洒到杨柳树上。洒、扫、吸，是指对
飘絮、凝结物及时清理，避免飘絮二
次卷扬。

飞絮防治成效初显，离不开分类
施策：市区主次干道飞絮，交给大型
雾炮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乐道、水
系两岸飞絮，交给小型冲洗车、高压
水枪；沟渠、20米以上树冠的飞絮，交
给无人机喷淋；漂在水面上的杨柳
絮，交给打捞船……

据悉，截至目前，洛阳市已累计
出动作业人员4.49万人次、大型雾炮
车等特种车辆264台次、小型高压冲
洗车等511台次、无人机100余架次，
冲洗杨柳树 14 万余棵，防治飞絮
2600余亩。③8

◎更新替换
杨树

◎注射抑花剂

◎用高压水枪
冲洗树冠

◎高位嫁接

◎疏除花枝

◎培育
无絮品种

杨树飞絮 本报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争当践行县域治理‘三
起来’示范县。”

抢抓郑州都市圈、郑焦一体化战
略机遇，武陟自觉当好桥头堡、先行
区，主动融入战略格局，在为投资者提
供“省会区位、县域成本、城市配套”的
基础上，率先实行豫 A 牌照小型客车
高速免费政策，月均 12万辆次享受补
贴，承接郑州产业转移 250余家，越来
越多的优秀人才选择“双城生活”。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也是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2020
年，该县聚焦“两新一重”、先进制造业等
重点领域，谋划治黄兴水生态文化园、王
园线生态文化廊道、生物医药产业园、先

进制造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413个，总
投资1734.5亿元，同比增长112.2%。

今年，全县共谋划总投资 425 亿
元的重点项目 152 个，其中有总投资
80亿元的白鹿仓黄河文化国际旅游度
假区、总投资 26亿元的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郑州）综合智能储备基地、总
投资 10 亿元的百维高端智能装备产
业园等9个重大项目。

这几年，地处黄河左岸的武陟与
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
的武陟产业新城，围绕“中原智造、北
岸水乡”的功能定位，累计完成各类投
资约 60亿元，引进总投资 217亿元的
产业项目 74个，成为华夏幸福全国三

个标杆项目之一。
民生连着民心、党心，是社会发展

之本，人民幸福之基。
如今，武陟商业、学校、公园等城

市功能配套设施日渐完善，培育了文
化、生态、科研等多种功能，“一河引
领、两湖呼应、多园共济”的水美武陟
呼之欲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感
涌进心头。

“我们要抢抓国家战略叠加机遇，
找准创新的关键点、开放的突破口、发
展的增长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担当作
为，奋力书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武陟县县长申琳说。③9

（上接第一版）由大潺寺村党支部书
记、优秀农民企业家雷根宪任党总支
书记，带领20名党员经营大棚。在党
总支的带动下，全镇发展香菇大棚
1496座，并计划今年新建1000座，打
造名副其实的“香菇小镇”。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瓦屋镇还
立足香菇种植前端，发挥科技的力
量，打造了高标准、工厂化的菌种生产
基地。选料、试管培养、接种、养菌室培
养……位于土桥村的尧荣菌业有限公
司，一整套菌种生产流程稳定运行，每
天可生产1.4万袋菌棒，除了供给当地
外，还销往南阳、洛阳、西安、兰州等地。

鲁山县共撬动社会资本20亿元，
引进和培育了一大批龙头企业，带动

农户发展香菇大棚约 4万座，辐射全
县 25个乡镇、办事处，其中部分乡镇
实现村村全覆盖。如今，全县香菇年
产量18万吨、年产值 14亿元以上，带
动就业4.6万多人。

4 月 15 日，在库区乡权村，河南
吉尔木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经
过粉碎、加工、包装，一袋袋香菇调味
料走下生产线，被出口到东南亚、欧美
等地。据介绍，该公司每年可生产香
菇调味料100吨，产品供不应求。

随着香菇产量与日俱增，鲁山县又
谋划了新的“蓝图”，一方面调整产业结
构，引进香菇深加工企业，开发香菇酱、
香菇精等高附加值产品，另一方面打造
香菇交易市场、布局冷链物流、建设观

光园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鲁山县强化

香菇品牌培育，借助河南省特色农产
品香菇优势区的创建契机，瞄准“二品
一标”认证，注册了“吉尔木”“春雨芳”

“状元村”等食用菌商标20多个，不断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香菇品牌。

如今，该县依托“一心、两翼、一
网、五区”空间布局，以菌种研发、菌棒
加工、菌菇种植、交易中心、冷链物流、
香菇精加工、生物菌肥加工、观光采摘
为特色的产业链条不断延展、变强，预
计“十四五”期间，该县香菇年产量突
破 5 亿袋，产业链条年产值达 45 亿
元，远近闻名的“香菇之都”将继续大
放异彩。③8

武陟 夯基蓄势当好桥头堡
鲁山 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

时庄遗址全景时庄遗址全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时庄遗址地上粮仓俯拍图 新华社发

▶▶飞絮防治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