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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彭慧

日前，周口市提出以“临港新城、开放前沿”为发展定位，
构建“一中心两组团五卫星城百镇千村”的全域空间格局，实
施中心城区起高峰五大行动，加快“一河三川七水十湖百园”
生态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提升，让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

以绣花功夫抓精细管理，扮靓城市“颜值”。一方面，在规
范化、网格化、智能化管理上实现新突破，贯彻“721”工作法，
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建设，形成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局面。另一方面，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战略，在市容环境整治上持续发力，在绿化美化彩化
上持续出彩，推进文明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今年将新建
100座街头游园，实现城市绿化“增量、提质、添彩”。

用工匠精神建品质城市，筑牢城市“里子”。周口市把规
划先行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前瞻 30年、谋划 15
年、做实近5年”，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加快
大庆路、八一大道绿化等工程项目建设，推进窨井设施整治、
城市内涝治理等民生项目落地。

同时，加强市政道路、路灯、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管理维
护，规划建设一批市民驿站、漂流书吧等公共服务设施，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健身圈”“阅读圈”，让便捷服务、幸福生活
触手可及。

紧绷风险防范之弦，守牢安全底线。周口市强化安全生
产督导检查和执法监察，先后开展防汛救灾查弱项补短板、全
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窨井盖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活
动。去年，周口整治问题井盖 14641个，超额完成省市目标
要求。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周口积极推行用水用气外线工程联
合审批制度、小型工程双重“容缺办理”制度，简化审批流程，
压缩办理时间，让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最大程度方
便企业办事。99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青俊 王亚帆

9月 8日是太康籍大一新生小白开学的第一天，“我能够
圆梦大学，多亏了县里的网上民生诉求渠道。”他感慨道。

今年 4月，高三学生进行高考前体检。在太康上高三的
小白此前在郑州就读，由于学籍未及时转回，必须回郑州参加
体检，可当时太康因为突发疫情正进行封控管理。“不体检就
无法参加高考，怎么办？”他想到了县里的网上民生诉求渠道。

接到求助后，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高度重视，县委改革
办、县教体局等部门立即与省、市招生办对接，为小白申请高
考体检缓检。在太康，类似情况的学生还有 97人，在相关部
门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参加了高考。这是太康县畅通网上民
生诉求渠道，帮群众解决各类难题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太康县委改革办牵头，统筹 110、120、县融媒
体中心、县长热线和县委网信办五部门，开通网上民生诉求渠
道，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在党委政府和群众间
搭建起一座“连心桥”。

3月下旬，太康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为推动疫情防控期
间民生诉求高效解决，各部门优化诉求办理流程，每日由专人
收集网上诉求信息，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第一时间回
应，收集诉求信息 20多万条，梳理共性问题 38个，形成意见
建议40个，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决策依据。

该县还成立20多支就医、用药和生活物资配送志愿服务
队，电话24小时畅通，接到民生诉求按急按需配送，从3月 22
日至 4月 22日，累计配送米面油 387.74万斤，最大程度满足
了全县人民的生活需求。

该县五部门还实行了规范化闭环管理，全程跟进网上民
生诉求办理情况，加快办结速度。如今，在太康，一批批烦心
事、疑难事得到妥善解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
提高。9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近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逍遥胡辣汤制
作技艺”走进北京，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凤花自备食材和
器具，从周口西华出发，驱车千里，现场熬制近千碗热气腾腾
的胡辣汤，不仅俘获了不少京城食客的味蕾，也抚慰了家乡游
子的乡愁。

“想家的时候就想喝碗胡辣汤，今天杨大姐的这碗汤真是
喝出了家乡的味儿，喝完干活更来劲了。”老家在周口淮阳的
杨杰激动地说。

美食专家张志民认为，逍遥胡辣汤工艺独特、回味丰富，
和各大菜系皆有“灵魂呼应”之处，既有人间烟火味，又可登上
大雅之堂、行走大江南北。

非遗技艺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还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致富经”。

据了解，杨凤花1972年高中毕业后就跟随父亲学习胡辣
汤熬制技艺，目前其家族胡辣汤料生产车间已拥有28条生产
线，吸纳300多名当地群众就业，年产值已达1.5亿元。

近年来，为壮大胡辣汤产业，扩大品牌影响，增加农民收
入，西华县委、县政府统筹布局，引资6000多万元建成胡辣汤
产业园，扶持发展胡辣汤料龙头企业 16家，汤料产品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 90%以上。店面投资 100万元以上的逍遥胡辣
汤店铺全国有2000多家，仅西华逍遥镇外出经营逍遥胡辣汤
的经营户就有近4200户，从业人员达2.6万人。

逍遥胡辣汤产业极大撬动了当地种植、养殖、产品加工等
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的直接和间接经济产值达 48亿元，帮助
10多万群众增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现了一
碗汤撬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众。

该县还积极探索胡辣汤产业发展新模式，谋划建设以逍遥
古镇、逍遥文化为主的文旅小镇，未来计划打造集饮食文化传
承、技术研发、标准化生产、品鉴研学、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全
链条胡辣汤观光工业园，推动胡辣汤走向“世界餐桌”。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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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
员 谢辛凌）9月 15日，沈丘县付井镇赵
口村，现代化机收玉米的场景正在这里
上演。

大片大片的玉米随风摇摆，伴随着
隆隆的轰鸣声，一排排玉米植株被农机
收割。“这种大型玉米联合收获机，每台
每天可收获玉米 100亩左右，省时又省
力。”农机手赵会涛说。

“俺今年种了 300亩玉米，前段时间
遇到高温天气和持续干旱，担心会对玉
米丰收造成影响，幸好有农技师下田指
导，给俺吃了‘定心丸’。”赵口村村民赵
长江说，由于加强科学管理，自家玉米经
受住了高温“烤”验，粗略估算，一亩地打
1200多斤没问题。

聊起机械收获玉米的好处，付井镇
王寨村党支部书记王运启眉飞色舞。“玉
米机械化收割，一次能完成玉米茎秆切
割、摘穗、剥皮、集穗、秸秆粉碎等多项作
业，秸秆打碎还田，既保护环境，又给土
地增了肥，增加了村民的种植效益。”

在沈丘县周营镇谢营村一处订单饲
草玉米基地，收割机在田间不停作业，大
片青色的玉米被收割。

“这些都是青贮玉米，在含浆的时候
就要收割，经粉碎后打包青贮做饲料，营
养高、味道好，牲畜特别爱吃。”谢营村种
粮大户赵鹏飞介绍，在镇政府的牵线搭
桥下，他成功对接了周口鑫源种业有限
公司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合作全株玉米
青贮裹包项目。

“一亩地产青贮玉米、秸秆饲草等
6000斤，收入约 1200元，相当可观。”赵
鹏飞的脸上露出笑容。

眼下，沈丘县 77万亩玉米进入成熟
收获期，在农业部门的组织下，860余台
玉米联合收获机投入到“三秋”生产中，
掀起“三秋”机械化生产热潮，玉米机收、
小麦机播同步推进，实现了收割、深松、
播种一条龙服务，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
和“三秋”生产进度。

“玉米机收‘一条龙’，尤其是秸秆粉碎
还田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机质，
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只要让农民朋
友明白这些道理，谁都能变废为宝，田野里
也不会再出现烟雾缭绕的情景了。”沈丘县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李涛说。99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
员 吴建成 张志新）9月 14日，迎着秋日
阳光，登上项城市沙颍河南岸大堤，河道
旁的红高粱一望无际，随风摇曳，颇为壮
观。走近细瞧，红高粱长势喜人、颗粒饱
满，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

一向以种植玉米、大豆为主的项城
市，为何会出现成方连片的红高粱？

“相比其他秋作物，红高粱抗旱耐
涝，种植技术简单、劳动强度不大，只要
提前联系好订单，经济效益良好。”项城
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王军志说，近年来随着酿酒、饲料、化工
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上红高粱需求
量持续增大，价格逐渐走高，不少农户瞅
准时机尝试种植，红高粱的播种面积逐
步扩大。

据了解，今年该市郑郭镇、丁集镇、

贾岭镇、三店镇、永丰镇等地共种植红高
粱 5万多亩。红高粱已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又一特色作物。

郑郭镇孟营村种植户杨克永，今年
流转了 460亩地，采取“订单农业”模式，
全部种植红高粱，“麦收后开始种，到 10
月初就可开镰收割。它耐干旱，防倒伏，
除了做病虫害防治外，管理过程相对简
单，省心省力。”

红高粱品种较多，有粮糯一号、红缨
子、晋酿四号、都糯 201等。据了解，杨
克永种植的品种为粮糯一号，易脱粒、籽
粒糯质，是多轮次蒸煮和发酵酿造优质
酱酒的上好原料。

“今年亩产预计 1000斤左右。我和
河北一家酒厂签订了合同，种植的红高
粱全部由他们收购，不用担心卖不出
去。按照订单价格，每亩收入 1600 多

元，除去必要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等成
本，每亩纯收入八九百元。”杨克永说。

刘铁全种植红高粱已 3 年，也采取
“订单农业”模式。他家种的红高粱品种
主要是晋酿四号、都糯 201，其中晋酿四
号亩产预计1500斤左右。

“今年我种植了7870亩红高粱，吸纳
数十名脱贫户务工。目前红高粱产量仍
满足不了厂家需求，明年，我准备扩大红
高粱种植规模，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带领
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刘铁全信心满满
地说。

目前，项城市拥有红高粱种植大户和
农业合作社100多家，基本都采取“订单农
业”模式，产品不愁销路，为红高粱种植提供
了便利，也使种植户和企业实现了“共赢”。
生活富裕了，信心更足了，农民们的日子就
像红高粱一样越来越红火。9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殷海晴

“一二一二，嗨哟！嗨哟！”伴着一声声号
子，肩上的绳索一次次勒紧，一块巨大的树根
被从沙颍河中拉起，河坡上，70岁的老党员郑
运生和身边的“红马甲”们一同欢呼起来。

“每次护河活动，老爷子都没落下过，
干得比年轻人还起劲儿。”据活动发起人孙
彩云介绍，河坡上的是周口市守护沙颍河
行动的志愿者，这已经是他们开展的第172
次护河行动了。

沙颍河是周口的母亲河，周口中心城
区段长达 22公里。“我从小在河边长大，清
新的空气、淡淡的草香，都是令人难忘的记
忆。可不知从何时起，河两岸、河面上出现
了不少垃圾废弃物，气味也变得很难闻，每
次在河边散步心里都感到很难受。”孙彩云
说，怀着对沙颍河特殊的感情，她渐渐萌生
了组织志愿者开展护河活动的念头。

2018年 5月 28日，孙彩云以周口市慈
孝文化促进会为平台，积极发挥民间社团
作用，首次发起“守护母亲河 环保志愿行”
活动。她的义举感动了身边的人，由最初
的几个人参加，到现在数百人参与，志愿者
出动超过 2.4 万人次，清理转运河道垃圾
1800多吨，让河道保持干净自然的面貌。

“我经常在沙颍河边散步，最希望看到
河水清澈，看到他们清理河道垃圾很受感

动，就加入了志愿者行列，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每次看到清理后的沙颍河，心情
十分舒畅，通过活动也想吸引更多人积极
参与进来。”郑运生老人说。

4年多来，除了极端天气、疫情来袭等特
殊情况，护河行动每周举行一次。每一次护
河，孙彩云都带着队伍扛着工具沿河坡行走，
随时弯腰清理岸边的垃圾，收集捆好再装上三
轮车运到垃圾站。行进中，她还不忘拿着小喇

叭反复叮嘱：“大家穿好红马甲，戴上小红帽，
沿着河坡步梯有秩序地往河边走，注意安全！”

“因为护河活动，我们聚在了一起，生活
多了些温情，日子变得更精彩。我渐渐发觉，
不只是沙颍河需要我们，我们也离不开沙颍
河。现在到了河边只想多干点，再多干点，就
像是出门的闺女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在志愿
活动中，孙彩云全情投入，由于表现出色，她
成为周口市川汇区首批“民间河长”。

沙颍河自古有黄金水道之称，近年来，
随着周口段 162 公里航道全线通航，沙颍
河航运踏上复兴崛起之路，原本仅仅护河
的志愿者有了新任务。

2021年，一艘来自安徽的货船在沙颍
河周口段撞上水底的渔网被困，船长按岸
边公示的护河志愿者联系方式，向一位“民
间河长”寻求帮助，很快联系上相关部门到
现场处理问题。这件事给了孙彩云一个启
示，可以利用“红马甲”团队再建起一个护
航群，让出门在外的船长有一个网上的家。

这一想法得到了船长们的热烈回应，通
航中有任何问题只要在群里说一声，“民间
河长”就会立即行动帮忙排忧解难。2021
年 5月至今，护河队伍共处理求助30多起。
过节时，孙彩云还带着志愿者给船员送饺
子。一位船员动情地说：“船行千里，到周口
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让人安心。”

寒来暑往，沙颍河畔总能看到“红马甲”们
的身影。他们时而清扫劳作，时而拿着小喇叭
巡河，为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
都应该学习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座城，因
他们而温暖。”市民胡先生感慨地说。

“大家能享受到沙颍河干净整洁的环
境，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孙彩云说，

“我们就守着这一条大河，希望通过一次又
一次的护河活动，引导更多市民保护它、爱
护它。河水清了，鱼儿多了，鸟儿来了，沙
颍河正变得越来越美。”99

沙颍河边的“红马甲”

志愿者开展护河活动。99 曹倩维 摄

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

沈丘：玉米“好丰景”机收“一条龙”

项城：万亩红高粱 奏响“丰收曲”

农艺师在查看高粱长势。 99
张志新 摄

99月月2020日日，，周口市扶沟县大李庄乡冯老村村民正在收获玉米周口市扶沟县大李庄乡冯老村村民正在收获玉米。。99 黄金峰黄金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