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樱桃红。这几天，新安县樱

桃谷格外热闹，前来观光、品果的游客和

购买樱桃的客商络绎不绝，果农们笑逐颜

开，满心欢喜。

近几年来，新安县大力发展樱桃产

业，通过品种改良、文化牵线、电商促销等

措施，让樱桃树成为“摇钱树”。目前全县

已挂果的3万多亩樱桃，每年可为当地农

户增加近6亿元的收入。

幸福的生活都是创造出来的。新安

大樱桃从以前的“养在深闺人不知”，打造

成今天“走出闺门天下闻”的知名品牌，从

而达到兴旺产业、富裕农民、振兴乡村的

目的。

品种：“单一”变“多元”

在洛阳乃至豫西地区,提起樱桃,人

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新安县。新安樱桃沟

位于新安县磁涧、五头、仓头三镇、长约

17公里，为豫西地区最大的樱桃基地，现

存的树龄千年以上的樱桃树有30棵，百

年以上的500余棵。

新安樱桃沟历史悠久，传说东周平王

出外狩猎，行至洛阳城西北20里处，见一

奇异果树，摘实食之，鲜美可口，甘甜如

蜜。平王惊呼：“天下奇果尔！”盖因独此

一棵果树，“独树”之名便由此而来。“独

树”就是今天的独树村，其果就是今天的

樱桃果。

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从汉代起，

直到明清，新安樱桃一直为朝中贡品。隋

唐时，新安樱桃随着洛阳的繁华而闻名遐

迩。武则天赞曰：“人间鲜花属牡丹，美味

佳果堪樱桃。”特封樱桃为圣果，并令其在

独树广为繁衍，被传为千年佳话。

虽然樱桃属于“稀罕物”,市场很火,

但由于传统樱桃采摘期短，品种老化，宣

传不够，也曾经遭遇过“提篮叫卖”的尴

尬。五头镇马头村支部书记张保安说：

“原来的小樱桃不耐储存,又集中成熟,收

购商贩出价低，农民们无奈提着篮子挤车

进城,中午卖不完，樱桃汁顺篮流，市民看

了直摇头，果农心疼得掉眼泪。”

为做大樱桃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该县

从山东等地聘请专家，指导群众对品种进

行改良，推广销路好、产量高、耐储存的新

品种，并要求果品按照绿色、有机的管理要

求，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樱桃的品质。

据介绍，目前经过品种改良，新安樱

桃品种由单一发展到红灯、红密、红艳、乌

克兰、拉宾斯等10多个品种，并且成熟期

比其他地方的樱桃都早，是名副其实的

“春来第一果”，不但被认证为无公害农产

品,而且成为一些超市和市民走亲访友的

首选礼品。

见到五头镇王府庄的樱桃种植大户

张金殿时，他刚刚送走几位外地来的林果

专家。别看他外表憨厚质朴，一张口，满

嘴都是樱桃种植的专业名词，并且说起来

滔滔不绝。他对记者讲，种樱桃离开技术

可不行，现在几乎所有的樱桃种植大户，

除了忙管理、忙销售，就是忙学习，到外地

学，找专家学，相互学。过去农村的樱桃

种植户到了一起，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

短，现在可不一样了，几乎句句不离樱桃，

讨论起技术来，两眼放光，津津乐道，有时

连吃饭也顾不上。

销售：“短腿”变“长腿”

4月5日，“第四届新安樱桃谷骑行邀

请赛”开幕，来自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地

的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同场竞技。

骑行比赛沿新安县磁五仓线进行，作

为洛阳西环线游主线的磁五仓公路连接

磁涧镇、五头镇、仓头镇，从310国道交叉

口进入，连接新310国道和314省道，可

直达黄河岸边，沿线有樱桃谷、黄河万山

湖等乡村游景点。

酒好也怕巷子深。仅有好的产品不

行，还必须培育新安樱桃品牌，开辟广阔

的销售渠道。

为打造樱桃品牌，新安围绕打造“新

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目标，投入资金对

连接磁涧、五头、仓头三镇20多公里的道

路和沿线村庄进行提升和风貌改造，打造

出了3D樱桃谷画廊、天兴生态园、林山溪

谷度假村等十余个旅游新亮点，并成功举

办了骑行赛、樱桃节、樱桃文化交流、品味

新安之美采风等旅游文化系列活动。

在此基础上，新安县还依托传统的樱

桃产业培育了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形成农

业专业合作社13家，发展特色采摘园50

余个。

2017年3月，中国樱商大会在这里

探寻中国樱桃族源，200名樱商虔诚地向

着樱桃古树鞠躬行礼。当年，五头传统樱

桃种植系统被确定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五头樱桃被授予国家农业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称号。

与此同时，新安成功创建全国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县，建成1个县级电子商务

进农村运营中心、2个企业电商运营中

心、10个乡（镇）服务站、150多家农村服

务点，打造出了区域性电商平台“中州农

商网”，让包括樱桃在内的农产品等借力

电子商务，享誉四方，开辟了农特产品销

售新渠道。

正是看中了樱桃潜在的生态价值，在

市区经营家电生意的王万松，于2012年

承包了独树、马头等村的200多亩樱桃

林。凭借电商的便利，他网上销售也创造

过一天卖出650公斤的记录。

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然而，新安的

樱桃并没有因为多而掉价，樱桃成熟的季

节，一颗颗樱桃，红若玛瑙，黄似凝脂，晶莹

剔透，玲珑诱人，到新安收购樱桃的客商

络绎不绝，不仅有郑州、洛阳的，还有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的大客商，带着冷藏车到

园边收购，果农们不用出村，樱桃就被抢

购一空，最好的樱桃卖到每公斤40元。

跨越：“一产”变“三产”

来到磁涧镇礼河村村民邓守科经营

的农家饭店，记者看到外面停了十多辆轿

车。邓守科一边忙着招呼游客，一边对记

者说:“市民来到樱桃沟，可不单单是为了

樱桃，有的是来欣赏风光的，有的是来品

尝农家饭的，还有的是来休闲的，不管人

家是来干什么的，咱只管坐在店里收钱。

当农民半辈子，没这么清闲过。”骑行赛当

天，他的小店居然接待了上百个客人。

近年来，随着人们亲近自然、返璞归

真情结的加重，乡村游悄然兴起，新安引

导村民开放果园,吸引游客到村自摘樱

桃、休闲游玩。春天赏花采果，夏天休闲

纳凉，秋看乡村美景，冬品农家菜肴，樱桃

经济也由以前的“一月红”变为如今的“四

季火”。仅五头镇就有农家乐50多家、窑

洞宾馆100多间，形成了接待、客运、导

游、采摘、餐饮一条龙服务，实现了“一产”

直接到“三产”的跨越。

通过樱桃品牌的带动，新安旅游业发

展和沟域经济发展也迸发出了强大的生

机和活力。在旅游业发展上，该县打造出

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3个、3A级景

区2个，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30余家。

2017年，全县共接待旅客981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22.6 亿元；在沟域经济发

展上，全洛阳市确定了12条沟域经济示范

区，新安就独占樱桃谷和牡丹谷两条。

同时，该县又确定了梭罗生态谷、畛

河生态谷、漏明大峡谷、龙潭大峡谷4个

县级沟域经济示范区。沟流金、谷淌银、

湾聚财、川招宝，昔日的“穷山沟”变成了

“聚宝盆”。

新安县委书记刘冠瑜说：“新安樱桃

产业发展壮大的历程，使我们充分认识

到，乡村振兴必须打牢产业兴旺根基。产

业基础夯实了，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实现生活富

裕的最终目标。”

□通讯员 王学新郭建立许金安
本报记者 黄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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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式 促“三新”讲习所接地气聚民心

偃师市圪当头村

博士给村民上考古课

栾川县供电公司

三管齐下
筑牢汛期“防洪墙”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
波 崔亮 周霄艳）今年以来，孟津县白鹤

镇全面提升党群服务中心服务质量，落

实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实

行值班服务与代办服务相结合制度，在

做好线下服务的同时，提供线上服务，着

力打造“指尖上的党建”新阵地。

该镇不断创新党员教育新途径，依

托手机快捷的传播优势，开通了“醉美白

鹤”微信公众号、“支部之家”党建群、“与

鹤共舞”、“牧鹤群英”等工作群，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等主要形式，不定时上传

白鹤动态、通知安排、工作要点、党建风

采等信息内容，党员干部动动手指就可

以快速、快捷享受“指尖上的党建”服务，

架起了信息和工作部署直达党员干部的

“连心桥”。

该镇把党政办、党建办作为信息发

布的主机构，做到重大信息即时发、一般

信息当天发、经验信息链接发，让党员干

部可随时在群里了解学习党建工作知识，

第一时间了解党建工作动态，实现了党务

宣传、线上互动、信息交流、在线阅读、典

型事迹等融为一体的微信互动新模式，走

出了一条党员教育管理的新路子，彻底打

通了党组织服务党员群众“最后一公里”。

同时，各支部还建立了“流动党员微

信群”“党群服务微信群”进行线上服务，

实行留守党员与流动党员“一对一”连心

结对，有效加强了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

并在群里及时发布证件办理、用工招聘

类便民服务信息、党建方面的新闻资讯、

党的文件精神及党建学习辅导资料等，

让党员干部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拓

宽群众诉求渠道，增强服务群众工作的

针对性，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耀）

“通过学习，我对自己的岗位有了更深的

认识，对以往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碰到的

疑惑豁然开朗。”5月25日，栾川县新任

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结束，栾川县秋扒

乡小河村党支部书记张红波感触颇深。

为使新任村干部尽快进入角色，提

升其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5月16日，栾

川县新任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开班，全县

214名新任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

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该县的3名

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全国人大代表、

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全

国劳动模范、三川镇三川村党委书记段

新宽，以及栾川县先进典型群体代表、白

土镇马庵村党支部书记牛鸿儒，带领全

体参训人员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吃亏

歌》《栾川县农村党员公约》。

围绕“如何当好一名新时代农村党

支部书记”这一主题，该县县委书记董炳

麓为全体参训人员上了一节党课，要求

全县村党组织书记切实增强自信心，发

扬担当精神，坚决抵制动机不纯、能力不

足、不敢担当、放松约束、脱离群众等五

种问题，做到“动情”“用心”“律己”“实

干”，把农村工作做细、做实、做透，全力

推动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

定，为栾川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赢得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无愧于自己的誓言和良心。

据悉，6月中旬，栾川县还将举办新

任村委会主任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汤新娜）近段时间，

栾川雨水连绵，为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

行带来潜在隐患。栾川县供电公司未雨

绸缪，提前部署，从人员、设备、物资三方

入手，筑牢电力防汛“防洪墙”。

栾川供电公司在扎实做好主配网建

设、防雷害治理、春季安全大检查等工作的

同时，也为防汛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在人

员方面，成立以行政第一责任人为组长的

防汛领导小组，下设防汛办公室和抗洪抢

险队，明确防汛任务，落实防汛责任；在设

备方面，准确掌握设备实际运行状况，积极

开展设备特巡工作，重点排查处于河道、季

节性河流、低洼地、斜坡地段的输配电设备

隐患；在物资方面，仔细清查物资储备，对

防汛物资进行专人管理、专地存放，保障防

汛期间随时供应，保证防汛工作不留空白、

不留死角。此外，该公司还加强与气象部

门的紧密联系，及时掌握天气变化趋势，随

时应对汛期天气变化。

昨日，在宜阳县产业集聚区青岛啤酒

公司“三新”讲习所里，听完党课和管理技

能知识后，大家讨论热烈。

宜阳县坚持以党员群众需求为导向，

以提升党员群众整体素质为目标，利用现

有场所，整合学教资源，组建讲习队伍，分

层建、规范用、制度管，全面推进新时代

“三新”讲习所建设，创新讲习措施，提升

针对性和实效性，使讲习所成为基层干部

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课堂。

分层来建设类型更多样

针对乡村、县直单位实际，该县分三

个层面推进，确保简便易行，不重复建设，

实现讲习“常态化”。在村级层面，村级党

组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远

程教育阵地、党群文化广场等场所，建设

实用型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县直单位层

面，有独立办公场所的，建设单独型新时

代“三新”讲习所，没有独立办公场所的，

结合中心组学习场所、党员活动室、会议

室、道德讲堂等，建设融合型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对于多个单位共用办公场所

的，建设共享型新时代“三新”讲习所；在

“两新”组织、企业层面，结合工作、生产、

生活实际，依托现有的党建阵地，建设实

用型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为保证讲习活动长效开展，做到建制

度、明责任，实现讲习活动常态常新，该县

围绕“谁管理、谁负责？什么时间讲、由谁

来讲？讲什么、在哪里讲？”等问题，建立

健全《讲习所管理制度》《讲习制度》等一

系列制度，做到年度有计划、每月有主题，

确保讲习所照章办事、按制理事。同时明

确责任，在每个讲习所设置“召集人”和

“督导员”，“召集人”由基层党组织的书记

担任，具体负责每月讲习活动的人员组

织、场所安排、讲师联系等工作；“督导员”

由乡镇的“党建示范员”和“党建指导员”，

以及县直单位主抓党建负责人担任，具体

负责督导各讲习所活动是否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真正做到讲习活动有人管理、有

人负责。

讲习接地气入脑又入心

怎样使讲习所更加“接地气”？宜阳

县整合各类型精英，壮大讲习队伍，将“乡

镇两大员、党校讲师、县人才专家、第一书

记、村干部、文化名人”等10类人员作为

主要讲师，每个讲习所至少安排12名稳

定的讲师，并结合党建书屋“党员读书

会”，由各基层党组织选拔1名党员，充实

进全县“讲习所”讲师队伍库，并到所在党

支部讲习所进行宣讲。目前，全县共有

“三新”讲习所讲师2631人，为基层建立

起一支“带不走”的宣讲队伍。

“讲习所开展一系列宣讲活动，就是

要把惠民政策、群众最关心的事情讲清

楚，探讨群众最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寻

求解决办法和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

群众的内生动力。”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该

县科技局驻董王庄乡前村第一书记谷志

飞在讲习课堂上信心满满。

“以为会讲一些‘高大上’的知识，谁

知道内容很容易懂，讲我们所需要的，大

家很喜欢听。”提起讲习所，村里79岁的

老党员刘常河脸上乐开了花。

怎样让讲习所成为开启民智、凝聚民

心、发挥民力、推动民富的源泉？该县经

过认真走访和研究，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

建议，制订了贴近农民实际的讲习方案，

并依托群众需求，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政策理论、道德文化、乡村振兴等内

容，组织骨干队伍成立了流动讲习所，将

讲习活动办到田间地头、劳动一线、居民

楼院，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由支部书

记、支部委员讲政策，党员群众谈收获，在

“听他人讲”的同时让群众“自己讲”，让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科技文化知识真正入脑

入心。同时，利用远程教育、智慧党建、微

信等手段开办的“网络讲习所”，也使讲习

活动更灵活、更便捷。

目前，宜阳已建成“三新”讲习所534

个，开展讲习活动433次，参加党员群众

17239人次。“三新”讲习所成了群众的党

建阵地、精神课堂。

“我在国际讲坛讲过很多次，但在村

里向父老乡亲汇报还是第一次，乡亲们

很热情，我觉得很亲切。”近日，在偃师市

圪当头村的“三新”讲习所内，二里头考

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给村民讲述了关

于早期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公共考古知

识。前来听讲的人当中，有上交最早的

青铜礼器的村民，还有多年参与过考古

工作的村民。

“明年就是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

在咱们圪当头村，发现了有明确中轴线、中

国迄今最早的宫城，这是紫禁城的鼻祖；还

有最早的青铜礼器、最早的车辙……还有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许宏图文并茂的讲

解，让很多村民第一次了解了圪当头村的

惊世发现，和二里头遗址的关系。

“我们村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多位村

民捡到了文物，主动上交，为保护二里头

遗址考古作出贡献。今天很多全世界了

解最早的中国器物，就包括他们上交的

青铜器。”听了许博士的讲解，村文物保

护员郭振亚骄傲地说。

当日的讲座上，许宏不仅介绍了二

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讲述了把第

二故乡当家、把骨灰撒入洛河的考古队

第一任队长、偃师荣誉市民赵芝荃，还介

绍了近60年的考古成果，以及《偃师二

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

告）》、《二里头遗址青铜器》、《二里头遗

址陶器》、《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等

结集文献。历年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村

民与二里头遗址工作队队员的合影，成

为著名考古学家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

队队员，赵芝荃居住过的农家院，以及工

作队向村民借来看家狗昼夜看护的国宝

“绿松石龙形器”……一幕幕充满回忆的

画面，让听讲座的圪当头村民分外开心。

许宏的这场讲座，被圪当头村民称

为“补课”，补一堂村庄过去的重要一课。

通过讲座村民们了解到，二里头遗址是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寻找夏墟时，在

偃师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发现并命名

的。由于当地村民世代敬畏，修路建村

避开遗址，二里头遗址得以完整保存。

二里头遗址经历多次发掘，包括三

任工作队队长赵芝荃、郑光、许宏在内的

考古人，与圪当头村干部群众结下了深

厚的劳动情谊。许宏多年来不断通过活

动和讲座等方式践行公共考古理念，向

二里头遗址所在村庄的居民普及二里头

遗址的成果发现和重大意义。在圪当头

村口，矗立着一个汉白玉牌坊，上面的一

副楹联“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

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横批：最

早的中国”，是许宏多年前给村民写的，

被圪当头干群建设村庄时采用。

村民所关心的，也正是全世界关心

的。许宏还现场答复了听众关于二里头

遗址姓“夏”还是姓“商”等辣味十足的专

业提问。一名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的学

生表示，听了讲座，感受到了二里头遗址

考古工作队的刻苦严谨、求实求真的工

作精神，受到了很大激励。

5月25日，伊川县吕店镇符村恒馨衣帽加工厂300余平方米的车间里，整齐地排列着35台专业缝纫机，30多名女工正在忙碌

着。据车间负责人魏莹莹介绍，这个车间投资20万元，今年2月份投产，产品主要销往偃师、浙江义乌等地。车间用的30多名女工

都是本村的，虽然加工衣帽利润不大，但能帮助几十个家庭，尤其是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葛高远冯同召 摄

2016年初，洛宁县引

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北京德青源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

率先探索实施资产收益产

业扶贫模式。目前北京德

青源金鸡扶贫产业园一期

建成投用，日产蛋31万枚，

已带动就业210人，带动

600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8000元以上。图为贫困

群众在企业工作时的情

景。通讯员贺书云 本报

记者黄红立摄

小小樱桃别样红
——新安县樱桃产业发展调查

孟津县白鹤镇

打造“指尖上的党建”新阵地

栾川县举办新任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岗前“第一课”当好村书记

洛宁农业产业引领精准脱贫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周伟星

伊川县 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王祝鹏郭小红

宜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