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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赵春
营）时值隆冬，正是粉条生产的大好时

节。2019年12月26日，记者来到孟

州市槐树乡祝庄村，在老区天然粉坊

粉条加工车间看到，工人师傅正在操

作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红薯粉

条，一缕缕晶莹剔透的粉条，从机器末

端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据了解，在孟州名气最大的粉条

当数祝庄村的“老区”牌纯红薯粉

条。当地的群众喜欢吃“老区”粉条，

每年冬闲，他们都会利用当地的红薯

粉加工制作粉条，既满足自己食用，

也增加了收入。2007年，祝庄村成立

了祝庄红薯产品合作社，带领岭区群

众发展红薯种植和加工，并注册了

“老区”商标。2016年，该村重新成立

“孟州市老区天然粉坊”，在传承红薯

粉条传统生产工艺的基础上，通过对

传统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改进提升，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加工环节比

传统的生产方式更加干净卫生，生产

出的老区粉条既原汁原味地保持了

传统粉条的绵筋滑润、耐煮耐炖，又

摒弃了各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真正

做到了纯天然、零添加、无公害的绿

色营养。

“老区粉条采用百分之百红薯纯

粉，整个生产加工过程做到了无任何

添加、无公害，粉条口感好、营养价值

高。”孟州市老区天然粉坊负责人张文

祥说，粉坊年产粉条10万公斤，产品

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广大客户青睐。

在老区粉条生产过程中，也为周

边的部分村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

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在“老

区”天然粉坊粉条晾晒场，几名村民在

忙着整理粉条。关沟村村民张红说：

“俺在这打工，离家挺近，既能照顾家

里，也能增加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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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副食批发部到乡村食堂再到为“5万人做大厨”的团餐服务

农民冯红立的创业“三级跳”
□本报记者秦名芳

新农人新风采 淇滨区钜桥镇冢儿章村

告别脏乱差 村民笑开颜

秋肥淇鲫汤胜乳

科技下乡
要“热闹”更要“实用”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
振阳通讯员周政）近日，商城县鄢岗镇

周寨村萝卜种植基地一片繁忙，满脸

丰收喜悦的村民们正将刚刚采收的新

鲜萝卜从这里装车，通过物流销往全

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从自种自吃到畅销的特色农产

品，萝卜已经成了咱周寨老百姓的富

民大产业。”周寨村党支部书记周宜实

微笑着告诉记者。

周寨村地处商城县北部，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被称为“静躺在灌河怀

抱”的村庄，是该县蔬菜主要产区。近

年来，该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群众因

地制宜发展萝卜产业，2018年的萝卜

产量达到300万斤。

“萝卜丰收了，县内市场饱和，销

售成了难题。”周宜实介绍说，去年县

乡帮助策划举办“萝卜节”，脆甜可口

的周寨萝卜一炮而红，慕名购买和爱

心认购解决了销售难题，也让萝卜丰

收真正变成了群众增收。

尝到甜头的周寨村乘势而为，成

立了周寨农业经济合作社，注册了“四

季青”商标，打响了品牌创建之路。

“前几天县里在我们村举办了蔬

菜节，还帮我们引进电商平台进行网

上销售，合作社这几天卖了2万多斤萝

卜呢。”合作社负责人朱时明笑呵呵地

说。

据了解，在以萝卜唱主角的“灌河

蔬菜节”上，该村线上线下共销售蔬菜

近400万斤，销售额约300万元，萝卜

产业鼓了周寨群众的“钱袋子”。

“现在‘四季青’萝卜在周边县区

和郑州、武汉等地销售火爆。明年我

们还将扩大种植面积，争取带领更多

的群众致富奔小康。”指着面前连片的

蔬菜大棚，周宜实充满信心地说。

2019年12月31日，安阳市新希望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红立给记者报

喜：今年我又中标了几个单位的食堂托管

业务，现在我是为5万人做大厨。

2018年12月4日，本报曾以《我为三万

人做大厨》为标题，报道了冯红立艰苦创业，

托管大中专院校、企事业单位食堂的事迹。

冯红立是怎样从一位普通农民成长

为一个豫北团餐服务业的领军人物呢？

一级跳：
乡村副食品批发部创业

冯红立1970年出生于内黄东庄镇旧

县村，1990年，20岁的冯红立与妻子一

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他们以一年2400元的价格，租赁了

邻居的临街房屋，投资3万元，开办了一

家副食品批发部，服务对象是方圆十里八

村的乡村小卖部。

冯红立回忆说，那时候白象、天方方

便面很火，郑州金星啤酒也很畅销，我都

是一卡车、一卡车从郑州进货，往往三五

天就可以销售一空。

他经营烟酒、小食品多达500多个品

种，货全质优讲信誉，薄利多销服务好，很

快他们就闯开了牌子，周围乡镇100来家

小卖部都成为冯红立的客户，日销售额达

到1万元左右。

2000年前后，食品生产厂家送货下

乡的多了，客户到冯红立批发门市进货的

少了，冯红立考虑该转行了。

二级跳：
开办一家乡村食堂

2001年，冯红立的副食品批发部关

了门。他在原地开办了一个有十来个包

间的乡村食堂，他的食堂紧邻省道，既服

务乡里乡亲，又服务过路的司机。

冯红立带领村里5名20岁出头的年

轻人，把食堂经营得红红火火。

有的大车司机要喝酒，冯红立就劝阻

他：“吃饭可以，喝酒不中，你还要开车赶

路，安全第一。”有的司机把衣物背包忘记

到了店里，冯红立就保管好，等司机下次再

来时还给人家。村里有的老人到店里吃饭

带钱不够，冯红立笑笑给老人家免单。

冯红立说：“干了3年乡村食堂，我学

到了很多经验，比如餐饮服务、饭菜质量、

食材辨别，包括学会了做饭。”

同时，他也感觉到了乡村食堂的天地

小了。

三级跳：
到安阳去办公司

2004年初秋，冯红立抱着想干大事

必须先走岀去的想法，带着几名一起开食

堂的同事走出内黄，到安阳周边城市打

工，他们先后做过建筑装修等，感受到了

出门创业的艰辛。最后，冯红立选择了自

己熟悉的餐饮服务业，来到了安阳市。

2005年秋天，冯红立包下了安阳工

学院一个食堂窗口，后来承包了安阳工

学院一个食堂，就这样冯红立在安阳市

站稳了脚跟。

冯红立说：“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有经

营餐饮的经验，我都是主动给合作单位提

出交5万、10万元不等的押金，干不好我们

走人，押金不要，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心。”

随着对团体餐饮供应经验的积累和

团队建设的成熟，2013年，冯红立注册成

立了安阳市新希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他

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他先后中标托管了红旗渠干

部学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市职业

教育中心、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濮阳职业

技术学院、长垣市职业教育中心等20家

大中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餐厅食堂。

冯红立介绍说：“现在公司员工有

600余名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贫困户，他

们在公司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们也为困难

群体就业作出了贡献。”

为帮助贫困大学生，冯红立鼓励学生

到食堂勤工俭学，先后有400余名大学

生，到他办的食堂工作，冯红立累计资助

大学生60余万元，他说：“每年春节看到

学生和毕业后的学生给我发短信、微信拜

年，我就感觉很幸福。”

现在，冯红立的公司每天需要采购

25吨米面、2.5吨油、25吨菜、4吨肉、4吨

蛋，有50家供应商给公司供货，许多供应

商也跟着冯红立走上了致富之路。

冯红立说：“我为5万人做大厨，让就

餐者满意是我最大的追求，能带领了这么

多人一起做这项事业，一起走上富裕之路，

是我最大的快乐，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淇鲫，即淇河鲫鱼，是由雌核发育的

天然三倍体，属一种具有独特生物学特

性和优良经济性状的地方亚种，是我省

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鱼类物种资源。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淇河鲫鱼的记

载颇多。《诗径》中就有“籊籊竹竿，以钓

于淇”的诗句，古诗中也有“以其食鱼、

唯淇之鲫”的评语。明代嘉靖二十四年

纂修的《淇县志》水产鳞族中也专有淇

鲫的记载。据河南省汤阴县志一卷

（1938）记载：“淇鲫产于西北乡许家沟、

大赉店一带之淇河中，为昔日三大贡品

之一，时可与黄河鲤鱼并列。”

“淇水秋静若淑女，河涛夏腾似青

龙。鲫戏碧莲不思海，鱼跃金身朝歌

东。”讲的就是东海小龙女被云梦山美景

吸引，化身淇河鲫鱼的美丽传说。历史

上有无数帝君都选择在平原、高丘地带

建造陵墓，为何独有殷纣王选择淇水深

处？传说殷纣王贪恋淇河鲫鱼的鲜美，

深信淇河鲫鱼就是小龙女的化身，常食

之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命臣子在朝歌

渔坡大动土木，修建“殷鱼池”，把淇河鲫

鱼捕来暂养，供他和妲己观赏食用。商

朝破败后，纣王之子武庚遵父遗愿，把他

和妲己葬于淇河，从而留下“不向平原卜

寝陵，急滩深处缔佳城”的奇传。

淇河鲫鱼因其脊背比一般鲫鱼都

要宽厚，故又称淇河双脊鲫，它的主要

特征为背色浅褐，腹部银白，体型丰满，

略呈金黄色，个体大的重达2.5公斤以

上。淇河鲫鱼的含肉率为一般鲫鱼的

1.2倍，蛋白质、氨基酸、骨氨酸的含量堪

称鱼中之最，但脂肪含量却极低，这也

正是它味道鲜美的最主要原因。淇河

鲫鱼骨刺少，肉肥厚，质细嫩，腥味小，

鳃甜可食，炖熟后汤呈乳白色，有黏性，

不易变质。

淇河地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淇

河水性甘洌，四季水草丛生，水生昆虫

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河中段有大量内

含多种稀有元素的地下温泉水注入，淇

河鲫鱼在此栖息、生长、繁殖，有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

为了保护并开发这一奇特的珍贵

鱼种，繁荣市场，丰富人民生活，河南省

人民政府已正式将其列入《河南省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第一名予以公布。

鹤壁市政府出台了淇河开发保护管理

办法，在沿岸建立淇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面积约3万亩，保护淇河鲫鱼及其他

水产、水禽。2010年“淇河鲫鱼”获“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继续

演绎着更加辉煌的篇章。

2019年12月29日，宁陵县逻岗镇和庄林场农艺师王林涛在温室大棚里喜收柠檬。

近年来，农艺师王林涛利用大棚科学地将柠檬树、佛手树、橘子树等南果北繁喜获成功，

树苗、果子深受乡邻的青睐。 吕忠箱摄

本报讯 2019年，郑州市围绕打造

“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区”的发展目标，通过

示范引导、政策扶持等措施，推动农业与

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

一是积极开展星级示范创建。积极

开展2019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星级示范企业创建。培育提升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13家，

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截至目

前，全市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2个、示范点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2个、全国十大精品线路1条、全国十

佳农庄1个、全国星级示范企业76家。

二是加大宣传推介。全年通过各类主流

媒体向广大市民推介“早春踏青游”“金

秋葡萄采摘游”“十一欢乐游”等休闲农

业精品主题线路6次，引领更多市民走进

乡村寻梦田园。举办“第二届大樱桃·文
化节”、2019郑州休闲农业鲜果联盟系列

采摘活动。参加了“2019年中国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行（春季）推介活动”，代表河

南省现场推介郑州“一山一水一体验”三

条休闲农业主题线路，获得了与会领导和

各省嘉宾的一致好评。在上海举办的首

届“全国乡村美食大赛”上，荥阳优河湾

生态园获得“一金二银三优秀”的好成绩，

有力展现了郑州休闲农业风采。预计全

年完成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营业收入12

亿元，接待游客 1800万人次。 （王柯）

近日，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冢儿章

村内，平坦的柏油路穿村而过，蓝天下灰

白相间的民居整洁大方。看着眼前的美

景，谁能想到一年多前冢儿章村还是个

脏乱差、“颜值”低的村子。如今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一些在城区居住的村民又

回到村里安居。

告别脏乱差，村容村貌大变样

“以前村里道路很窄，路两边有不少

违建、菜地，甚至还有猪圈。”村民赵奎

说，村里的垃圾没人管，一下雨路上就积

水，所以一到下雨天大家能不出门就不

出门。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民选择在城

区买房，逃离脏乱差的农村。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冢儿

章村党支部书记靳平安说，去年村“两

委”下决心要改变冢儿章村的旧面貌，

用了两个月将村里的违建都拆除了。

“一开始一些村民有抵触情绪，但慢慢

地大家都理解了”，经过整治，道路两旁

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清爽感。紧接着，路

面铺上了柏油，路两侧还设置了排水

沟。“以前一下雨，雨水顺街流，现在不

会了。”42岁的村民靳海英笑着说，她

是冢儿章村的村民，现在村里的面貌是

她记事以来最好的时候。“全域绿化行动

中，俺村栽植了樱花、海棠、大叶女贞等

1000余棵树木。垃圾分类实行‘户分

类、村收集、镇运转’的方式，安排专门的

保洁人员，在大街上放置大垃圾箱，每户

均配备可回收、不可回收小垃圾箱。”靳

平安说，目前村里铺设污水管网6300余

米，实现雨污分流；全面推进厕所革命，

目前已改厕106户；铺设沥青路面2200

米，正在建设荷花鱼塘等。

挖掘村史，增强村民自豪感

村里笑脸墙的旁边就是一幅武将

骑马舞枪图，画中人物是秦代著名将领

章邯。“我们村有一个大墓，但里面埋的

是谁，以前没人知道。”靳平安说，从村庄

名字就知道村子不普通，但村里没有人

能说得清。为了搞清楚，靳平安多次到

图书馆查阅资料，到浚县访问文史研究

者，“在浚县地方史志办原副主任张富民

的帮助下，终于确定我们这儿的墓就是

章邯墓。”

据《汉书》记载，公元前208年，章邯

率兵30余万，自荥阳移师北上攻打复辟

的赵国，项羽破釜沉舟救赵，巨鹿之战中

章邯战败。章邯死后，其后人将其遗体

运至钜桥东南水边安葬，并建墓封土。

因是章邯之墓，此处被乡民称为章冢。

章冢附近有颜姓军卒守墓，数代繁衍，成

为村庄，东西两村取名东颜村、西颜村。

后来，东颜村因是明代王越故里改称王

大人岗（又称王大人庄），西颜村直接改

名为章冢，后来演变成了冢儿章。“村‘两

委’把章邯画到墙上，很多村民专门跑过

去看，都说没想到村子和历史上的名人

有关系，非常自豪。”靳平安说。

全村齐心协力办灯光节

走在村里，虽然是冬季，但树枝上因

绑了“枫叶”“樱花”等，远远望去美不胜

收。村口，工人正在接电线、组装灯具，

这是村里正在筹备的民俗文化灯光节。

“每到春节，一大家子聚会，没有地

方可去，我们借鉴外地的做法，想在村里

办一个民俗文化灯光节。”项目总策划张

珑说，冢儿章村的灯光节将采用现代光

影技术，增加游园会的内容，增加美食集

萃、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表演及互动活

动，赏彩灯与逛庙会相结合，结合乡村文

化及新春节庆元素，融入吃、喝、玩、乐等

互动活动，营造新春活动氛围。

据介绍，届时游客在冢儿章村将观

赏到99组彩灯，还有耍龙灯、舞狮子、踩

高跷、划旱船、太平鼓、打铁花等表演。

听说村里要办灯光节，村民们纷纷响应，

在村里的一条胡同里，大红灯笼铺满了

整个胡同。“这都是村民自发参与的，大

家的热情都很高。”张珑说。 （张志嵩）

商城“四季青”萝卜畅销全国 孟州“老区”牌红薯粉条产销旺

近年来，每到农闲时节，各地农业科技

部门就会组织一些科技下乡活动，有的组

织专家进村入户开展农业科技培训讲座，

有的上门挨家挨户发放一些农业科技知识

的资料，有的甚至把科技大篷车也开进了

村，而且组织十分到位，不是拉横幅，就是

放高音喇叭，场面都很热闹。不但吸引了

很多村民，而且也确实给村民带来了不少

的农业科技知识，为村民家庭经济增收提

供了服务，因而很受村民的欢迎和好评。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一些组织者

往往只注重热闹的场面，不注重科技下乡

的实用性。有的提前好几天就通知当地

乡镇部门在集镇上拉起横幅，还摆起了高

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为大篷车下乡造

声势、做宣传，场面确实弄得很热闹。但

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所谓

的科技下乡，无非就是发发资料、摆摆展

板，或摆上几张桌子，设几个咨询处，等

等。而且这些资料、展板上的内容又大多

与村民所需求的种植养殖技术知识有距

离，因而，很多村民拿到资料一看就给扔

了，在展板前一转就走人了。许多村民说，

这样的科技下乡说白了就是“瞎忙乎”、走

形式。此话的确有些道理。

因此，笔者以为，科技下乡除了要热

闹的场面之外，更需要实用性的科技知

识。这就要求我们的组织者要先摸摸底，

看看村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技知识，做

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这样，科技下

乡才能让村民得到实惠，并从中获得实用

的种植养殖技术知识，为实现家庭经济增

收提供服务和保障。

□叶金福

郑州市发展休闲农业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

⬆

⬆

2019年12月27日，汝阳县付店镇火庙村农民正在给新建的蔬菜大棚铺盖塑料薄膜。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汝阳县纪委监委分包

付店镇火庙村，在支持该村发展菊花、石榴、猕猴桃、袋料香菇等集体经济的同时，今冬又为村里争取扶贫资金60余万元，发展蔬菜大棚

20个，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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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 发展集体经济 促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