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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刘夏颖

碧波浩渺，绿茵环抱。9月 10日，晚风吹拂下的伊河东段
湿地波光潋滟，鸥鹭悠然，风景美不胜收。“以前这都是砂石路，
现在环境好了，比公园都美，俺每天都带着孩子来玩。”家住附近
的洛龙区李楼镇焦寨村村民李楠楠说。

伊河东段综合治理景观绿化工程是洛阳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个缩影。该工程位于城市东部伊滨区伊河杨湾村至草店
村段，汉魏古城遗址南部，属于城市核心区的外围、城市发展的绿
色缓冲区域。近年来，洛阳市以入选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为契机，持续深化“四河同治”，不断推进黄河及洛、伊、瀍、
涧等河流绿化，沿河布绿带、岸线建公园，加快构建生态环境建设
体系，着力优化水资源科学配置、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实施水生
态综合治理工程，全力呈现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新景象，打造
人水和谐的自然生态，探索出一条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洛阳因河而盛、依水而兴，地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流域，
黄河、伊河、洛河、瀍河、涧河贯穿河洛大地，人工修建的中州渠、
大明渠和铁路防洪渠纵横城区。

该市以“四河五渠”综合治理为主线，实施河道治理、水系连
通、截污治污等 6大类 335个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逾 400亿元，
累计治理河道280余公里，绿化河岸500多公里，排查截留河渠
排污口360多个，建成沿河截污管道400余公里、乡镇污水处理
厂 45个，完成 26条黑臭水体整治，建成滨河干道 200余公里、
滨水道路400余公里。

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推进过程中，河南水投洛阳水
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措施守护生态底色，
积极推进洛河东段治理、伊河东段治理等项目，努力打造“水清、
岸绿、路畅、惠民”的北方水城。

兴水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天空俯瞰广袤的河洛大
地，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未来的洛阳，将借水
之灵秀，在持续稳步推进城市建设、打造中西部最佳生态亲水城
市的大道上阔步前行。7

水生态建设润泽洛阳城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乡贤
返乡创业正当时

乡创 激活沉睡的乡土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通讯
员 孟山）汝阳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取得新突破，记者 9月 8日
从汝阳县教育局获悉，截至9月 2日，该县 200余所公办学校全
部完成“县管校聘”改革，204名校长、131名副校长、390名学校
中层干部和4443名教师竞聘后上岗。

据介绍，汝阳县今年启动的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以中
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为突破，创新校长任期管理机制，探索
教育资源配置新模式。

该县由县委编办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县人社局设置岗位总
数、县教体局把教师统筹分配到各个学校，实现教师由“学校人”变
为“系统人”，破除教师管理体制障碍；探索制定职级管理办法，出
台激励政策，鼓励优秀校长逐年分批到农村边远地区或薄弱学校
轮岗交流，并规定校长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职满2个任期（6年）的
必须轮岗交流；按照“地域相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员参与”原
则，将全县划分为四个区域联盟，通过强校带弱校、名校带周边、城区
带农村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带动范围，进一步解决“城
镇挤、乡村弱”“择校热”“大班额”等问题，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汝阳县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说，“县管校聘”改革后，学校校级
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41岁，比竞聘前下降4.5岁；本科学历者达
到98%，比竞聘前提高2.5个百分点。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王启蒙）
9 月 9 日，洛阳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与中国联通举行

“5G+文创”项目签约仪式，谋划实施涵盖5G无人智游车、数字
化文创平台、龙门金刚动漫、5G+AR/VR体验等 4个子项目的
龙门“5G+文创”项目，双方共同投资2亿元。

此次签约标志着龙门园区迈进以创新驱动为抓手、以换道
领跑为引擎的发展新阶段，为龙门园区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度
假区、国际文明互鉴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示范区、新发展格
局引领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龙门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向阳表示，期望通过双
方合作拉开龙门“四区一核两山一环”的战略发展序幕，引领龙
门文旅文创产业创新驱动新发展。

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郭玉鑫表示，项目签
约是双方共享共建、互利共赢的新开始，中国联通将利用优势资
源，强化 5G在龙门文创及旅游场景的应用，助力龙门园区“四
区一核两山一环”的战略发展。

据悉，下一步，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积极统筹资源，强化优
势互补，探索“5G+文创”领域的应用场景，为打造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的示范性项目共同努力。7

本报讯（记者 郭歌 通讯员 姚嘉慧）“想要画好牡丹，就要
去体验生活，风中、雨中、阳光下的牡丹各有不同。”近日，在洛龙
区读书会“指尖绽放的牡丹花”主题直播间内，国家一级美术师
王绣向广大网友传授牡丹绘画技法、艺术鉴赏知识，带领大家

“隔空”见证洛阳牡丹“绽放”于指尖的过程。
“专业的鉴赏知识让人对画作有了新的理解！”“期待老师能

够现场作画，传授一些绘画秘诀！”面对直播间网友的热情，王绣
执笔进行“线上教学”，现场挥毫画下栩栩如生的牡丹花。

这次直播是洛龙区读书会“云端阅读”双月活动之一。作为
洛龙区设计策划的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之一，“云端阅读”切实抓
好“学”的环节，按照“学用结合、以学促用”的原则，创新实施公
共文化服务惠民项目。活动以新媒体技术搭建“线上文化交流
平台”，开辟“云分享”“云交流”“云互动”三大板块，多种形式探
索文化供给新模式，让基层文化更具生机和活力，切实满足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为扩大“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覆盖面，洛龙区着眼于
群众文化生活的新期盼，将市民艺术夜校作为区文化合作社公
益性文化培训项目正式立项并启动。市民艺术夜校以“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组织原则，聚焦群众需求，设置涵盖
美术、音乐、舞蹈等6个方面的20多门课程。

同时，该区在具备条件的村（社区）文化合作社中探索开设
“零起点、零费用、零距离”的“零点学堂”、开展青少年义务托管
和辅导的“四点半课堂”，为社区青少年、老人带来丰富的文化惠
民项目和服务。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志愿教师的带领下，陆续“解
锁”新技能，享受城区多元化文化服务带来的全新体验。7

退役的火车头和列车车厢，经过
精心改造，变成咖啡厅和宾馆。机车
车头、列车车厢、铁轨、枕木、车轮，随
处可见铁路景观，徜徉其中，不仅可以
感受青山绿水带来的惬意，还能感受
到浓郁的铁路文化。

地处伏牛山深处栾川县新南村，
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
扶下，积极发展特色乡村旅游，融入火
车、铁轨等铁路元素，打造了“铁路小
镇”旅游品牌，辐射带动旅游产业发
展，鼓起了当地群众腰包。

从充满艺术气息的“爱和小镇”，
到创意源泉涌动的“手绘小镇”，再到
动感十足的“铁路小镇”，洛阳文化旅
游大步迈入“乡创时代”。

“洛阳市通过乡村文化创意，激活
沉睡的乡土，让游客感受到艺术味、土
地味、生活味，产品+文化+创意的乡
村旅游品牌，具有更高附加值，刺激了
消费需求，带动乡村产业振兴。”浙江
工业大学教授、杭州市旅游协会副会
长梁雪松说。

更具品质、更赋创新的乡村旅游
给当地带来的不仅只有“流量”，差异

化的文化输出和创造性的文化符号引
领着乡村振兴和文化兴洛。

洛阳市立足生态优势和厚重文化
资源，相继出台实施《洛阳市乡村旅游
创客行动计划》《洛阳市加快乡村旅游
发展实施方案》，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六大产业之一来谋划，
开展“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创建活
动，推动广大农民创业创新，扩大就业。

目前，全市共创建成功栾川庄子
村、协心村、嵩县三合村等 3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宜阳赵老屯村等6个省
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伊川建业绿色基地
等5个省休闲观光园区，洛宁县罗岭乡
等4个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洛阳市文旅局局长胡大鹏表示，
将按照“文旅文创成支柱”要求，做好
文旅文创开发，加快构建产业体系完
善、空间布局合理、产品特色鲜明、发
展模式多样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到
2025年，实现全市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达到 8000家，从业人员 14万人，接待
床位 12 万张，年接待游客 5000 万人
次，综合收入300亿元的目标。7

本文图片均由“爱和小镇”提供

龙门石窟“5G+文创”项目签约

洛龙区

公共文化服务“云端绽放”

汝阳县

200余所公办学校完成“县管校聘”改革

洛宁县罗岭乡前河村花树凹组，
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水缸堆叠、铺展，
别有一番静谧艺术之美。

几年前，前河村还到处是破旧的
土窑洞、泥泞的乡间小道。如今，前河
村整体“颜值”和“气质”大幅提升，已
然成为乡村旅游“必打卡”之地，前河
村也有了一个名声大振的别称——

“洛阳三彩陶艺村”，又称“爱和小镇”。
“想不火都不可能。”提到“爱和小

镇”的成功，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洛阳三
彩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爱和显得既得意
又骄傲，“火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基础深
厚，以洛阳三彩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
承载的是三彩陶瓷艺术，展现的是洛阳
乡村风貌，这就是全国独有的文化IP！”

郭爱和介绍，“爱和小镇”充分发挥
洛阳三彩艺术的影响力，通过举办中国

“当日”艺术展、全国“小手画三彩”“大地
艺术节”“三彩中国年”等各类丰富的活
动，用艺术+扶贫、旅游+扶贫、就业+扶
贫等多种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蓝天、白云、绿水，古街、老巷、土坯
房，洛阳西南部山区的嵩县黄庄乡三合
村，宛如一幅古朴幽静的中国山水画。
这里就是闻名遐迩的“手绘小镇”。

“手绘小镇”创始人、黄庄乡三合村
党支部副书记冯亚珂大学毕业后，毅然
决然放弃外面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
在老家三合村打造绘画写生基地，用小
小画笔为乡亲绘就脱贫致富路。

2020年，三合村“手绘小镇”接待
游客 10万人次，创收超千万元。在冯
亚珂的带动下，全村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走上脱贫致富路。如今，这里是3A
级乡村旅游景点。三合村将写生基
地、民宿、电商产业，传统的中药材种
植、养殖业集于一体，成了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例子。

通过一批美丽乡村、民俗村寨、古
老村落的创新艺术打造以及精品线路
构建、文旅活动融合，洛阳乡村旅游欣
欣向荣，涌现出一批热门的乡创文旅

“打卡地”。

潘海云与段帅宁（左）这对小夫妻曾是大学同学。二人毕业后在商丘一家绿化
企业工作。2015年，他们带着学到的技术和销售经验，回到段帅宁的家乡偃师区顾
县镇段西村创建苗木种植基地。几年来，通过打拼，夫妻俩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共同致富。7 鲁博 摄

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

打造一批具有更多亲和力、更高美誉度的乡创品牌正在成为洛阳促进文旅融合、加快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7

秋日的“爱和小镇”风景如画，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7

创新乡村文旅业态 构建文创产业体系

打造乡创文旅 IP 催生文化品牌价值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范坤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后“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然而，从何
破题？如何突围？怎样找到有效的抓手？

如今，在河洛大地一批新时代的乡贤应
运而生。从离乡闯荡的企业家、打工者，到
奋斗他乡的青年学子、退伍军人，他们怀着
造福乡梓的美好愿望，带着在城市里打拼积
累的经验、技术、资金、项目“回流”本土……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
乡贤作用。前不久，在洛阳市委召开的
全市乡村振兴工作座谈会上，汝阳小店

“甜瓜小镇”家庭农场马明盼、嵩县阡陌
桑田公司楚小莉、孟津京孟种植专业合
作社吕妙霞等新乡贤成为“座上宾”……

乡贤返乡创业的热潮正在洛阳起
势，汇聚成一股发展乡村产业、助推乡村
振兴的强劲力量。

产业发展独辟蹊径
开创一片新天地

“这头是西门塔尔纯种牛，做母牛繁
殖比较好的品种……”9月 3日，洛阳成
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海丽指着
牛棚内的纯种牛向记者介绍。

2010年，在上海工作的殷海丽回到
家乡伊川县鸦岭镇殷沟村，帮父亲经营
养牛场。两年后，她为养牛场的发展找
到了新路子——母牛养殖。

2012年，殷海丽从西北引进 300头
西门塔尔纯种牛。几年后，企业像滚雪
球一样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殷海丽拥
有洛阳成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四个养
殖企业，存栏能繁母牛 6000余头，年销
售额达 1.6 亿元。她的企业已成为豫西
最大的母牛养殖基地。

2016年以来，殷海丽采用“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的运作模式，共带动鸦岭
镇、酒后镇等地600余户贫困户脱贫。5
年多时间，共为贫困户分红 950多万元，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逾95万元。

在汝阳县小店镇洛阳龙须坡农牧有
限公司内，上万只优质品种羊正茁壮成
长。被称为“羊倌”的公司负责人杜营
辉，前些年放弃在深圳的公司高管待遇，
返乡创业。他利用当地中药材杜仲资

源，引进优质种羊，培育出龙须坡“杜仲
羊”，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
市。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形式，公
司直接带动当地300多户贫困户参与养殖
脱贫致富，人均年增收3000元左右。杜
营辉因此获得省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洛
阳市青年创业星火带头人等荣誉。

在洛阳，像殷海丽、杜营辉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新乡
贤，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都独辟蹊径，
开创一片新天地。

政策发力因地制宜
返乡创业正当时

9 月 11日，洛阳市乡村振兴工作会
议提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富民，要大力
发展乡村产业，积极引导乡贤返乡创业，
加快促进资金、人才等要素回流，不断增
加农民收入。

推动乡贤返乡创业，洛阳最近动作
频频——

宜阳县紧紧围绕“人回归、钱回流、
业回创”工作思路，将乡贤返乡创业列入
全县各级各部门一把手工程，探索实施

“引凤归雁”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全县
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达3.2万人，创办各类
经营主体 2464家，带动 8.7 万名富余劳
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伊川县组织在外人士恳谈会 33次，
嵩县发出《致在外乡贤的一封信》，洛宁
县举办乡贤返乡创业旅游专场推介会，
栾川县出台“黄金政策十五条”……

洛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衣显表
示，洛阳市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扶
持政策，大力推进乡贤返乡创业，创新乡
村运营模式，既引导更多发展要素向乡
村回流，又推动乡村资源更好对接市场，
促进乡村升值，释放最大效益。

“坚持‘项目为王’，围绕乡村旅游、精
品民宿、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
等重点领域，谋划包装一批创业项目，鼓
励和引导返乡乡贤结合自身优势和特长
精准创业。”洛阳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特色产业发展上，洛阳因地制宜，
鼓励乡贤积极融入优质林果、杂粮、草
畜、瓜菜、中药材、花卉苗木等六大特色
产业，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最终实现

“乡贤+产业链”互动互促，推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路径，有效带动集体经济发
展和群众增收致富。7

桂月时节，山风不燥。9月9日，行走在洛宁“爱和小镇”，绿树掩映，

凉风习习，仿佛走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诗歌画卷。

洛阳立足于豫西乡村风貌和历史文化，顺应文旅消费发展趋势，坚

持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术点亮，以乡村文化创意提升生态、锁住文化、

留住乡愁。洛阳文化旅游大步迈入“乡创时代”。

乡村文化创意，激活了沉睡的乡土。从充满艺术气息的“爱和小镇”，到

创意涌动的“手绘小镇”，再到动感十足的“铁路小镇”，这些更具品质、更赋创

新的乡创品牌，正在成为洛阳促进文旅融合、加快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