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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董周乡

山坡岗地不产粮 种植梨树圆梦想

渑池县

文艺演出丰富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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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在242省道鲁山县董周乡

五里岭两侧，摆着一个个售梨的摊位，一

辆辆大货车正在田间地头装着红香酥梨

和砀山酥梨。果园里，部分尚未采摘的酥

梨挂满枝头。

“想不到我们这只长荒草不产粮的

山岗坡地，竟成了优质梨的产地，全国十

几个省的客商都赶来购买。靠种梨，绝大

多数群众走上富裕路。”在五里岭梨的中

心种植区，董周乡蔡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占

国说。

石头扔到哪里，哪里就是边界

今年56岁的李占国已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23年，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

们村地处昭平台水库北岸的山岗坡地，人

均耕地面积只有三分多点，荒岭面积

3600多亩。长久以来，县、乡政府乃至村

‘两委’花费了不少工夫和精力，但荒坡岗

地种啥啥不成，5块钱一亩都没人要。有

人想承包荒坡地有时靠扔石头，石头扔到

哪里哪里就是边界。”李占国说。

“荒坡地上净是石头、荒草，种麦麦

不收，种芝麻看老天爷脸色。种红薯好吃

是好吃，就是长不大。”蔡庄村42岁的雷

现超说。他的梨园里，用捡出的石块“铺”

出了约两米宽、一尺高的林间“路”。曾有

一阵子，五里岭上的群众种苹果、柿子、核

桃、桃等果树，都因效益不佳而最终放弃。

山坡岗地成就梨产业

蔡庄村支部委员、49岁的段瑞强被

称为鲁山县五里岭梨产业带的带路人。

2002年前后，段瑞强承包县林场在五里

岭的土地，试种各种果树，发现梨树种植

非常适应当地土质、气候，种植的梨又大

又脆又甜，品质上乘，便介绍给当地农户

种植。之后，段瑞强不断引进各个品种

的梨树进行试验性种植，成功后推荐给

种植户，先后引进了十多个品种。

“像现在种植面积最大的红香酥梨、

砀山酥梨、黄冠等品种，每亩地种45棵，

四五年产果后，亩产值都在五六千元，进

入盛果期后都在万元以上，多的亩产值可

达2万余元。”段瑞强说。

看到种植梨树收益可观，当地越来

越多的农户开始引进、种植各种梨树。

2010年，鲁山县因势利导，提出了建设

10里经济长廊的战略构想，号召群众种

植梨树，构建梨产业带。一时间，五里岭

两侧掀起种植梨树热潮，引进种植了红香

酥梨、砀山酥梨、园黄、黄冠、秋月、红太

阳、晚秋黄梨等二十多个品种。但凡国内

种植的梨的主要品种，五里岭都可以找

到。

每到梨成熟季节，本来车流量并不

大的242省道董周乡五里岭段车流骤增，

卖梨的摊位绵延几公里。

如今，“功成名就”的段瑞强早已不再

从事梨树的推广种植，而是被县林业局聘

请为果树种植技术员，他除了为果农提供

果树专用肥料外，还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

在林间为果农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还经常被各村请去为果农授课。

梨产业鼓起村民腰包

雷现超家种植的四五十亩梨树都已

进入盛果期，连续几年卖梨收入都在20

万元以上。问起今年卖梨的收入情况，雷

现超的爱人说收入了十多万元，梨园里还

有3万多斤。

43岁村民慎山松2007年因儿子意

外事故致贫，欠外债15万元，家庭一贫

如洗。不甘于贫困的慎山松种了6亩多

梨树，还利用当过厨师的优势在五里岭

上承包了一个饭店。2016年，他靠开饭

店收入和卖梨收入还完了外债后，家庭

情况还不容乐观。2017年，他家净收入

6万余元，其中卖梨收入2万余元，光荣

脱贫。今年，他的卖梨收入已突破2万

元。“梨产业发展起来了，人多了，我的饭

店生意才能好。6亩多梨树明年进入盛

果期，收入肯定会年年提高。”慎山松说。

“上个月的29日，全省林果业现场会

在我们这里召开。县里、乡里也已决定，

把五里岭的梨作为特色重点农产品品牌

来打造，上级为我们村拨付资金发展村集

体经济，建设冷库。接下来，随着各种梨

树进入盛果期，五里岭的梨经济将会续写

辉煌。”李占国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曹良刚）枣树塝村位于商城

县南部深山区，国家4A级景区黄柏山

森林公园入口处，距县城50公里，距黄

柏山核心景区15公里，是黄柏山管理处

下辖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昔日，枣树塝村交通闭塞，信息封

闭，村民居住条件恶劣，饮水困难，无支

柱产业和集体经济收入。

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0万

元，全村通动力电、通水泥路、通宽带。

村民家家住新房，户户有产业。借助黄

柏山景区的旅游开发，村民的农副土特

产变成“香饽饽”，人均纯收入稳步增长，

村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在这里上班，离家不远，既可以照

看老人小孩，每月还可以拿到2000元的

工资，感觉很不错。”9月10日，正在黄柏

山景区李贽书院客房部上班的枣树塝村

贫困户胡勋霞说。

据枣树塝村支书林友力介绍，

黄柏山搞旅游开发后，该村因势利

导，积极引导农户发展旅游接待、餐

饮住宿等产业，很多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

在贫困户李茂情的根雕店里，记者

被一个骆驼模样的根雕深深吸引。“我的

根雕很好卖，游客从门前路过总会停车

下来看看，像这个榆树做的骆驼，可以卖

到1万块钱。我会做木匠活，游客还可

以把树根拿来我给他加工成根雕艺术

品，每年靠卖根雕就可以收入两万多

块。”李茂情说。

据县政协驻村工作队队长付义强

介绍，该村依托黄柏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发展中天玫瑰种植项目，带动78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村民不仅可以分红，

还可以在其务工，年户均增收2000元

以上。

“我家原来的房子一到下雨天，外

面下大的，屋里下小的。这新房子多

好，厨房、卫生间、客厅都有，还有三个

卧室，有120多平方米。”因残致贫的异

地扶贫搬迁户曾宪贵说。像曾宪贵这

样的异地扶贫搬迁户全村共有17 户，

同时该村还开展危房清零行动，实施危

房改造50多户，解决了260多人的安

居问题。

近两年来，在县政协和黄柏山管理

处的大力支持下，枣树塝村基础设施大

为改善，实现了教育、医疗、住房、安全饮

水、兜底保障全覆盖。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民的油茶、茶

叶、板栗等农副产品也都变成了供不应

求的“香饽饽”。

“我们家每年板栗可以卖近2000

块钱，茶油可以卖6000多块钱，茶叶可

以卖4000多块，黑猪卖一两头又可以

收入6000多块，再在沁春园林花卉基

地干点零活，一年轻轻松松收入三万多

块钱。”脱贫户胡建明向记者算起了收

入账。

除了依托本地资源发展产业外，该

村还安排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岗位，实

施金融扶贫、光伏发电带贫、转移就业等

各项政策，全村97户贫困户家家有项

目，户户有产业，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

上。

本报讯（通讯员梁国定 记者冯刘
克）近日，新郑市辛店镇中式烹饪、焊

工、保育员三个扶贫攻坚专题培训班

相继开班。

据了解，此次扶贫攻坚专题培训班

分别在辛店镇黄岗村、湛张村、裴商庙

村开班，参加培训的学员是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劳动力及各村有培训意向的群

众，此次培训班由辛店镇联合市人社局

共同举办，共有150人参加就业扶贫技

能培训。采取集中教学和现场操作两

种方式进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让贫

困户在家门口学到了真正的技术。

辛店镇劳保所依托新郑市人社局

和培训机构积极开展各类培训，今年

以来，已在周湾村、后高庄村、辛店村

开办培训班5期。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9月10日，位于内黄县田氏镇孟路村的

安阳市开天调味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

流水线上紧张工作。这个建在村庄的

民营小工厂，有56名工人，其中18名是

贫困户，不仅让贫困户在家门口打工就

业，还实现了稳定脱贫。

张瑞英是内黄县楚旺镇王韩村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五口人，老人身

体不好，加上看病和常年吃药，再加上

两个孩子上学，家中生活很是困难。在

扶贫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张瑞英的爱人

农闲外出务工，农忙时回家协助种地，

她本人就在离家不远的开天调味品公

司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庭，这让

她很是高兴。

“从去年开始到这儿上班，一个

月拿1000多块钱，离家也不远，二三

里地的距离，既不耽误照顾孩子，也

不耽误挣钱，我非常满意，感谢公司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张瑞

英说。

开天调味品公司是田氏镇的产业

扶贫基地，占地1.4万平方米，年产值

2000余万元。公司不仅让田氏镇的几

十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有活干、能挣

钱，还为周边乡镇的群众和贫困户搭建

了就业平台。

“让大家共同致富是我追求的价

值观，我们公司虽然小，但我还是尽

可能地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并根

据他们不同的家庭情况安排合适的

工作岗位，让他们既能照顾家庭，又

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脱贫致富。”

安阳市开天调味品公司负责人康献志

说。

9月6日，灵宝市豫灵镇杨家村村民在地里采收花生。近年来，该村通过能人大户引

进优质品种并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带动农户200余户在发展花椒产业的同时，在花椒树

下种植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李斌 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9月9日，在

尉氏县朱曲镇三字村茂丰葡萄园，数十

亩采用中科院壳寡糖植物疫苗技术种植

的葡萄“结果”喜人，前来自助采摘或购

买的客人络绎不绝。

茂丰无公害葡萄合作社由当地4名

年轻人联合创办，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在尉氏县成立

了河南开封壳寡糖试验基地，种植五十

余亩无公害葡萄。

该合作社技术负责人宋勇杰介绍，

壳寡糖素通常是指植物或微生物细胞壁

结构多糖水解产生的有生理活性的壳寡

聚糖或其混合物。已知植物壳寡糖素具

有多种生理功能，特别是其能影响植物

的生长发育，具有无污染、促抗性、养土

地、治病害、促根生、活根态、提品质等优

点。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文
段涛）9月9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

会联合主办的“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

之河南省名家艺术团文化送基层文艺

演出在渑池县仁村乡南坻坞村精彩上

演。

演出现场，来自省名家艺术团的艺

术家们纷纷登上流动舞台车，为村民送

上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来自该乡上西、

台口、南坻坞等村的上千名群众观看了

演出，为群众带来了一场不可多得的文

化盛宴。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积极开展好“快乐星期天”主题活

动，积极组织“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百

姓宣讲、“教你一招”等活动，真正把活动

组织在民间、推广在民间，提高广大群众

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9月7日，新

乡市召开第一届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

果博览会（以下简称高博会）第一次新闻

发布会，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高博

会进入筹备的最后阶段，将于10月26

日在新乡开幕。

据了解，第一届“高博会”为期两

天，大会主题是“创新引领发展，协同融

合共赢”。博览会将发布郑洛新国家自

创区及新乡市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招商

引资政策；展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

效；组织开幕式及主题论坛、特色产业论

坛等。

通过举办“高博会”，充分发挥新乡

市创新资源较多的优势，搭建一个在全

国范围内推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

企业和金融机构全方位合作的大型高

端产学研交流活动平台。

截至目前，已经确定的参会嘉宾除

了省内的36所本科高校外，还有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科院等42所高校院所也将

前来参会。

本报讯（通讯员牛志华 杨明华 记

者黄华）9月10日，在汝南县常兴镇王

集村辣椒种植基地，大片大片的辣椒长

势喜人，农户正在采摘辣椒，装车运往

紫薇公司辣椒收购点。

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年

初，常兴镇通过外出考察，把发展订单

辣椒种植作为脱贫致富的产业来抓，与

湖北省荆州市一家辣椒制品厂签订常

年种植合同。镇里成立紫薇辣椒公司，

公司实现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管

理、统一技术指导和统一回收的方法，

在王集、柏丈屯、崔屯、穆屯、常兴、曾

庄、冯楼等7个村种植辣椒6000余亩，

小麦茬地亩产鲜椒4000斤以上，亩均

收入3000多元，带动贫困户56户89

人稳定增收脱贫。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师红军

尉氏县三字村

壳寡糖葡萄引客来

新乡市

首届“高博会”10月开幕

新郑市辛店镇
技能培训助脱贫

商城县枣树塝村 依托旅游业 带富贫困户

内黄县“扶贫工厂”开到家门口

汝南县常兴镇
辣椒种植稳增收 9月7日，淮滨县张里乡齐寨村同舟有限公司养牛场里，51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朱金正在为养殖的西门塔尔牛喂食饲料。据了解，该

场一年可出栏100多头成品牛，不仅向贫困户教授养殖技术，而且带动该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秦怡欣朱丝语摄

淮滨 养牛养出“好日子”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9月8日，我

国著名书法家朱忠宝在郑州市金河宾馆

为60余名弟子授课。

今年八十岁高龄的朱忠宝是河南

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药翻译专

家、中国著名书法家。与陈天然、唐

玉润被誉为河南省老一辈“书坛三

杰”。

授课现场，朱忠宝教授勉励各位弟

子要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朱忠宝

以口头讲解和现场书写两种方式相结

合，讲解了书法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书

法的历史发展，如何学习书法，中国书

法章法等，通过幻灯片展示了朱教授在

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并现场进行书写

示范。

书法家朱忠宝为弟子授课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9月10日，

2018年郑州慈善援疆“光明行”活动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

正式启动。经过对当地700多名白内障

患者的前期筛查，120名符合手术条件

的白内障患者将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恢

复光明。这是继去年郑州慈善进疆为

115名白内障患者实现免费复明手术后

的又一次爱心善举。

此次“光明行”活动是今年郑州慈善

援疆七个项目中的一项，由郑州慈善总

会、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主办，河南援疆

前方指挥部、郑州援疆工作队和哈密市

第二人民医院共同承办，旨在为哈密市

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

帮助他们早日康复，重见光明。

担负此次郑州慈善援疆“光明行”活

动的医疗专家团队来自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该院为开展此次免费白内障手术

安排了60万元慈善专项资金，并抽调临

床经验丰富的白内障病区主任、郑州市

技术拔尖人才王骞等医疗、护理骨干组

成工作队，带着设备、药品、技术等赶到

哈密，为病人进行手术。

在启动仪式上，河南援疆前方指

挥部总指挥、哈密市委副书记李湘豫

对郑州慈善总会、郑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善举给予

肯定和赞扬。郑州援疆领队、哈密市

伊州区委副书记马宏伟，郑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玉兰等到医院看

望了患者。

2018年郑州慈善援疆
“光明行”活动在哈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