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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玉兰花木转型升级“三级跳”南召

原阳县福宁集镇张大夫寨村

果树众筹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王玲玲）

近日，原阳县福宁集镇张大夫寨村与河南嘟

嘟再就业服务公司签订种植合作协议，这标

志着张大夫寨村驻村工作队探索的精准扶

贫新模式——果树众筹正式开展。

张大夫寨村位于原阳县北部，年人均

收入仅800余元，脱贫致富是村民一直以

来的愿望。新乡市委统战部驻该村工作队

负责人赵冰介绍说：“今年2月份，我们把目

光投向众筹，与河南嘟嘟再就业服务有限

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发展

林果业，帮助村民脱贫。”

3月初，张大夫寨村从20多个村庄里

脱颖而出，成为河南嘟嘟再就业服务有限

公司选定的众筹帮扶对象，种植适宜该村

土壤的心形圣果和薄皮核桃。根据协议，

河南嘟嘟再就业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企业或

个人众筹树苗，免费为村里提供苗木和专

业技术指导、销售渠道支持等多项服务，村

民负责种植，在果实开始结果起6年内，每

年回赠帮扶企业或个人相应斤两的果实。

濮阳市华龙区

农旅融合发展生态农业

汤阴县伏道镇依托扁鹊中医文化独特优势打造“全国特色艾草小镇”，种植艾草6000余亩，预计到今年年底艾草种植面积将达万

亩以上。图为3月16日，该镇辉泉村村民在种植艾草。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王鹏飞 摄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宗永刚 王振）去年以来，濮阳市

华龙区充分利用紧邻城区的区位

优势和中国杂技之乡的文化旅游

优势，以濮东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

建设为载体，推进农旅融合发展，

走出了一条农业生态产业化之路。

华龙区围绕“一体两翼”（以

丰地绿色葡萄、金阳光新高梨、濮

乐桑葚、众农及万佳无公害蔬菜、

丰硕休闲观光园区为主体，以东

北庄杂技文化园区和东部防护林

带、万亩花卉苗木基地为两翼）总

体构想，打造“1125”空间布局（即

构建“一心一带两轴五区”，以东

北庄杂技文化园区为主打造“特

色文化中心”，围绕潴泷河构建

“滨河景观带”，围绕G342打造

“横向生态廊道”，围绕X008打造

“纵向生态廊道”，打造中部杂技

文化博览区、西部生态健身养老

区、东部休闲农业体验区、南部花

卉苗木观光区、北部采摘体验

区），实现建成杂技文化博览园和

农业文化博览园的发展目标。

去年11月，华龙区研究出台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都市生态农

业示范园区建设实施意见的通

知》，每年列支1000万元，用于加

大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着力打造一批集特色种植、休闲

观光、生态可持续于一体的现代

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平台。华龙区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农

业农村发展活力，助推都市生态

农业稳步发展。目前，完成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开通

华龙区农村产权交易网，成立区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发放林

权抵押贷款880万元，新增流转

土地1980亩。

华龙区依托东北庄杂技文化

3A级景区，进一步融合生态和人

文理念，推动景区与都市生态农

业等融合发展，倾力打造岳村镇

杂技特色小镇。同时，通过圈层

融合和三产联动，促使都市生态

农业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最终

实现“以旅促农、农旅一体、融合

发展”的农业结构调整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封德杨豆

豆）日前，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推选的“2017百

佳深呼吸小城”入围名单在北京发布，我省西

峡县、新县、商城县、睢县、嵩县、栾川县、内乡

县、卢氏县、林州市入围。

所谓“深呼吸小城”，就是空气比较新鲜、

适于“避霾旅游”的县域、县级市，亦有少部分

大中城市城区、郊区及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的

功能与产业片区。评价指标包括“五高一

低”：国土空间森林与植被覆盖率较高，历史

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较高，人类旅居

活动区域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较高，主要景观

区绿色度、舒适度、美感度较高，生态文明建

设与低碳发展推动力度较高，全境范围灰霾

灾害天气影响较低。

近年来，西峡县立足于南水北调中线核

心水源地实际，牢固树立生态立县的发展理

念，实施“青山碧水蓝天”生态建设工程，加快

“果、药、菌”三大林业支柱产业发展步伐，实现

了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出境水质达标率达 100%，森林覆盖率达

76.8%，连续17年夺取南阳市“兴水杯”，连续

14年荣获河南省“红旗渠精神杯”，保有全国

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先进县、全国国土绿化突

出贡献先进县、全省生态县等“绿色名片”。

鲁山县“楹联大王”翟红本

喜获国家级大奖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陈天恩）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9个行政村中就有

4个省级贫困村，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686

户、2428人，贫困发生率22%。该乡以脱

贫攻坚统揽全乡工作全局，提出“全乡没有

与脱贫攻坚无关的干部，没有与脱贫无关

的部门”，在施策上突出项目、产业和搬迁

三大重点，力求扶贫精准有效。

该乡依托辉润光伏发电等项目，通过

土地流转和劳务用工带动贫困户增收，还

引导高庙籍在外“能人”返乡兴办领办企

业，给贫困户创造更便利的就业门路，确保

意愿强烈且具备外出务工条件的520户贫

困户、900人转移就业。

该乡依托西北农林大学技术支撑，采

取市场拉动，政策推动、效益驱动、大户带

动等举措，规模化、链条式发展花椒产业，

用产业推动脱贫。为此，他们专门制定了

花椒产业帮扶贫困户规划和扶持政策，惠

及375户贫困户。

该乡将易地搬迁安置项目和移民避险

解困项目统筹推进，通过置换、征收等途径，

建设所需的150余亩土地全部到位，所有易

地搬迁群众年底可全部乔迁新居。同时，在

社区附近规划建设200亩高效农业产业园，

让260户群众入园生产，确保贫困户搬得

出、稳得住、有产业、能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杜家利 记者马丙宇）

“我们村民发展种养业不再担心水源了。”

近日，获嘉县照镜镇冯村村委会主任郭松

洋看着即将竣工的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村种田灌溉

全靠卫河水，但是到了旱季河里基本没

水，农田无法灌溉，可以说我们每年都是

靠天吃饭。”

2016年以来，为加快贫困户脱贫步

伐，镇里综合考虑各村脱贫攻坚任务，结

合自身资源优势，争取项目资金1061万

元，在冯村等5个村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

亩。

“农业综合开发8000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将使我镇一部分‘望天田’变成‘水

浇地’，中低产田成为‘田地平整肥活、水利

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畅、林网建设适宜、

优质高产高效’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可

有效改善村内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该镇农业办

主任崔红梅介绍说。

获嘉县照镜镇

8000亩高标准农田加快脱贫步伐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

扶贫项目产业搬迁齐头并进

本报讯（通讯员廖纪明 记者曹怡然）３

月下旬，在南召玉兰国际花木城里，5万多盆矮

化种植的玉兰盆景次第开放，花朵明艳，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观赏。

近年来，南召县把玉兰产业作为繁荣农

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按照“基地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

结构，提升品质，扩大规模，放大特色，努力推

动花卉苗木产业持续高效发展。南召玉兰由

20世纪80年代群众种植辛夷卖药材，到近些

年培育苗木卖花木，再到矮化种植卖盆景，在

递进式发展中实现“三级跳”，推动了南召县

玉兰产业实现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卖药材，助力群众脱贫致富。南召县是

望春玉兰的原生地和最佳适生区。南召望春

玉兰花挥发油含量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中

药鉴定学》称其为辛夷之正品，素有“南召辛

夷不解包（不验货）”的美誉。20世纪80年

代，辛夷价格上扬，销路看好，该县紧紧抓住

这一机遇，大力培育发展辛夷产业，引导鼓励

群众大面积种植，辛夷成为山区群众脱贫致

富的“绿色银行”。南召县云阳镇西花园村种

植大户谢学军，每年采摘辛夷花蕾4吨多，销

售收入近10万元。

卖花木，玉兰苗木俏销全国。为满足苗

木市场需求，南召县以望春玉兰为砧木引进

培育玉兰系列苗木，繁育了红玉兰、黄玉兰、

白玉兰、紫玉兰等数十种木兰科植物。2013

年南召县因玉兰品种最多、种植面积最大、

市场占有率最高，被中国林学会树木学分会

命名为“中国玉兰之乡”。南召县锦天园林

绿化公司依托与国内知名的园林绿化公司

建立稳固的供销关系，联合全县150余家苗

木合作社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推行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与

花农签订了销售合同，苗木产品销往全国20

多个省市，每年带动农户销售苗木5000多

万棵，花农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通过企

业引领带动，目前南召县以玉兰为主的苗木

种植面积15万亩，花农人均年收入1.18万

元，是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1.7倍。

卖盆景，玉兰进入寻常人家。南召新旺

玉兰生态园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了集繁育研

发、推广销售、盆景研究、现代物流、生态旅

游、休闲养生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综合项目。

2012年，该公司潜心钻研玉兰盆景栽培技术，

主攻玉兰矮化技术，通过5年的努力探索，目前

掌握了玉兰矮化技术，成功繁育出包括紫玉

兰、红玉兰、白玉兰、望春玉兰等近10个矮化品

种，并实行规模化种植，目前已生产各类品种

矮化玉兰盆景200余万盆，玉兰盆景走进千家

万户的居室、厅堂。同时，南召玉兰国际花木

城向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传授玉兰盆景栽

培种植和管理实用技术，逐步培养一批专业玉

兰栽培造型能手，引领玉兰产业多元化发展，

致力打造全国玉兰盆景基地。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26

日，在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大舞台上，

花鼓戏《方卿拜寿》正在上演，

吸引了周边村民前来观看。

据光山县花鼓戏戏剧协会

主席蔡崇春介绍，光山县花鼓

戏是流行于信阳市一带的汉族

戏曲剧种，原为说唱艺术形

式。演出时，特制的木架上挂

有5件乐器，一个演唱者边打

边唱，后来发展为二人对唱，分

角色演唱，主要是生、旦、丑3个

角色。花鼓戏有传统剧目200

多出，多是反映民众生活、宣传

传统道德，具有趣味性的剧

目。一个花鼓戏班社一般只有

七八人，服装、道具简单，适用

于上山下乡演出。

据了解，近年来，光山花鼓

戏老艺人相继去世，剧目不断

减少，缺少演出场地和扩音设

备的支持，艺术传承，后继乏

力，亟待扶植和保护。今年48

岁的张秀芳是花鼓戏第五代传

承人，她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

心愿就是多一些年轻人来学花

鼓戏，现在有了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想借这个舞台让花鼓戏

走进大家的心中，更好地往外

走出去。

东岳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配套建成以后，补齐了文化设施

的短板，使东岳村民间艺术表

演、节庆演出活动以及村民健身

活动等有了场地，解决了村民对

文化的需求，促进了全村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的提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25

日，在新蔡县周寺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二楼的刺绣室内，数

十位村民正聚精会神地一针一

线绣着自己手中的作品。过段

时间，这些刺绣作品将出口到

意大利、法国等国家。

周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的建设在提高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质量的同时，也没忘了提高

走不出村的这批村民的经济收

入。培训刺绣的负责人刘玉

说，一年会有两次的集中培训，

每次培训一周，培训的主要对

象是出不了远门的家庭妇女，

经过培训熟悉了之后，一个月

绣个三四幅作品，挣个1000多

元钱很轻松。

依托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

个平台，“蔡绣”已经成为当地

的名片，出口的产品有刺绣床

单、被罩、桌布等，不仅给当地

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

而且通过举办创新、创意大赛

和新品展示活动拓宽了“蔡绣”

的宣传、展示和销售渠道，从而

进一步提升了刺绣这一中华传

统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

24日，在商水县黄寨镇刘井村

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场上，

正上演着《重回汉唐》、《中国

心》等舞蹈节目，这些节目的演

员都是刘井村和附近的村民，

而这些舞蹈都是队员们自编自

演的。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

大厅里，已经退休的村民赵世

贵用毛笔写了一首苏轼的《题

西林壁》，引得众人鼓掌叫好。

刘井村的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有市内健身活动场1000平

方米和1000平方米的室外活

动场地，与其他村的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相比可以称得上“豪宅”

了。刘井村支部书记范建成说，

利用综合服务中心村里定期举

办书法展览、书法教学、科技培

训、公益电影播放等，丰富了村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距离刘井村25公里的

化河乡何楼行政村的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的广场上开展的“义

诊”、“法律咨询”、“畜牧技术咨

询”等下乡服务活动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每个咨询服务

桌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的村

民。据义诊的医疗工作人员

说，他们的下乡服务活动每年

最少进行三次。

何楼村村干部表示，以后

更要充分发挥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的功能，组织群众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中心真

正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平

台、培育新型农民的“课堂”、共

同致富的“助推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安）记

者3月24日在鲁山县委人才办了解到，该办干

部翟红本又获得一个国内楹联的大奖，他的春

联作品“万里乡归乘车赏景田原绿 一声鸡唱

进院抬头福字红”在第四届全球春联征集活动

中获得专业组“100副鸡年优秀春联”殊荣。

据介绍，第四届全球春联征集活动由中

央电视台、中国楹联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由央视网承办，获

奖的100副作品是从全球数万副作品中遴选

出来的。

现年45岁的翟红本网名“一卷飘零”，是

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河南省楹联界

首届“十秀”之一。他爱好古典诗词，工于楹

联创作，尤其是近五年来克服食管疾病病痛

的折磨，围绕所见所闻所思所愿不断推出精

品佳作，所撰诗词楹联在面向全国的征诗征

联比赛中获奖作品多达300余副（条）。

商水县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新蔡县周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助力“蔡绣”走向世界

光山县东岳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民间艺术传承搭台

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西峡等九县市

入围全国“深呼吸小城”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3月25日，位于焦

桐高速舞钢南出口附近的油坊山山坡上成了

花的海洋、人的海洋。众多游客拥入桃花盛开

的桃园里，端起相机、拿着手机拍照。当日，舞

钢市第二届桃花节在河南丰瑞农业有限公司

开幕。

据介绍，成立于2011年6月的丰瑞农业

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在油坊山流转荒

山荒坡、农田、林地3162亩，已种植桃树600

亩、优质葡萄300多亩、石榴300亩。该公司

园区内有油坊山乙类水库，山水相依，自然资

源优越，每到桃花、石榴花盛开季节和桃子、石

榴、葡萄成熟季节，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到此休

闲游玩。为此，舞钢市去年借助丰瑞农业有限

公司依山傍水的果树种植基地成功地举办了

舞钢市第一届桃花节。

舞钢市市长史长现告诉记者，舞钢市举

办丰瑞桃花节是全面推进全域旅游的一次有

益尝试，旨在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

吸引八方宾朋来舞钢休闲娱乐，聚集四海客商

来舞钢投资兴业，形成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招商引资于一体的“节会经济”，让舞钢市成为

旅游胜地，让桃花节成为旅游品牌，让油坊山

脚下的农家庭院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世

外桃源”。

舞钢市

举办第二届桃花节

汤阴县伏道镇 打造“全国特色艾草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