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看河南乡村振兴看河南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十三五”

“红绿融合”在西河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吴建成）

近年来，项城市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开展

“文明红旗村”“平安红旗村”“卫生红旗

村”“产业富民红旗村”“美丽宜居红旗村”

“党建示范红旗村”争创活动，每年各评选

出10个先进典型确定为“红旗村”，市财

政以奖代补，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让

农村基层干部真正比出动力、赛出精神、

干出形象。

“以前村里环境差，垃圾靠风刮，污水

靠蒸发，现在垃圾有人管了，污水有处排

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郑郭镇牛营村党

支部书记牛伟峰说。

“路灯亮了，坑塘里的水清了，广场、足

球场也有了，这日子越来越美。”村民程秋丽

高兴地说。不仅环境美了，牛营村还在产

业富民上下功夫，建扶贫车间，引进制衣企

业入驻，吸纳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高寺镇以“六村共建”为突破口，以打

造“生态村组、和美宅基”为切入点，围绕

“清、理、改”的标准和要求，积极开展杂草

园清理整治规范工作，村里脏乱差的杂草

园变成了美观实用的林园、果园、菜园、游

园、花园，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在该镇曹坡村，村民张老汉正在家门

前的小菜园里除草，以往村里家家户户门

前都是草堆、粪堆和柴堆，张老汉在农闲

时也只愿意在家里待着，如今出门就是宽

敞的大路，大门口就是一片小菜园，现在

的张老汉越来越喜欢到家门外看看。

张老汉家不远处住着杨秀丽老人，如

今，老人最高兴的事就是在家门口摆弄花

草。除了家家户户门前的变化，整个村子

从乡间道路到田间地头再到河道坑塘，垃

圾少了，异味没了，到处都是树木花草。

“三堆”出村，取而代之的是门前的

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村民摒弃陈规陋

习，全镇对打造生态村组、和美庭院、六村

共建形成了共识、充满了信心。这让森林

覆盖率本就不低的高寺镇守住了碧水蓝

天，提升了乡村整体颜值。

“现在一推门满眼是美景，整个心情

和以前都不一样。”牛营村村民刘亮一边

玩自拍，一边笑着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
焦党委）11月12日晚8时，伊川县教体局

“睿师讲堂”直播间正在直播，该县吕店镇

第一初中教师郭松慧开讲《做最具成长力

的班主任》，数据显示，当晚有3000多名

教师在直播间聆听、互动。

今年3月份以来，面对疫情防控形

势，该县教体局创新“互联网+教师教育”

形式开展培训，每周安排两次直播推介优

秀教师，目前已直播56期。这是该县围

绕“补齐教育短板、争创教育先进县”战略

定位，坚持立德树人，改革管理体制，激发

学校活力，打破城乡教育不均衡的一项举

措。

抓本质，立德树人育好苗。2017年

以来，该县把弘扬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纳入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多次开

展主题活动，评选美德少年，让学生全面

成长。据统计，三年来共开展活动200余

次，参与辐射师生百万人次。

打基础，志智双扶固根基。该县以教

育扶贫为契机，把改善办学条件放在乡村

振兴的基础位置。三年来，新建维修改造

55所幼儿园，实现乡乡有一所公办园、一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全县135所中小学全

部达到省定标准，累计发放“两免一补”资

金1亿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20万

人次，采购教学设施、图书、体育器材班班

通设备1万多套。

重提升，创新改革激活力。针对群众

关注的教师缺编问题，县政府多措并举，

通过公开招聘、高校直招、特岗计划等途

径，累计招聘教师1241人，补充到农村教

学一线。在教师培训上，投入近2000万

元，实施中小学管理培训等项目80多次，

培训教师近3万名。

走进伊川城乡，一栋栋崭新的教学

楼，一间间功能齐全的“智慧教室”，一条

条标准化的塑胶跑道，从“没学上”到“有

学上”再到“上好学”，伊川县通过紧盯

“补短板”目标，全县53所学校得到全面

提升，受到省市表彰，9所学校被评为市级

示范学校，28所学校被评为特色学校，学

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8%。

“这里奇峰入云，有山有水，徜徉在

其中犹如人在画中游，更让我们感到热

血沸腾的是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11

月18日，在商城县西河景区研学的该县

上石桥一中八年级学生余健萍深有感触

地说。

位于大别山北麓豫皖两省交界处的

商城县金刚台西河景区，占地30余平方

公里，2011年开始投资建设，2014年4

月开门迎宾，该景区紧盯市场需求，陆续

开发出峡谷漂流、亲水栈道、空中漫步、

玻璃吊桥、丛林滑道、梦幻灯光秀等产

品，景区先后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等称号。

景区负责人江建军还积极推动文

旅、茶旅融合，探索“旅游+体育”“旅游+

教育”等产业新路，主办徒步大会、民俗

旅游文化节、青少年主题夏令营等多种

活动，提高景区知名度，华佗谷至金刚

台朝阳洞5.5 公里的信念步道即将完

工，还将在桃花谷建设人工瀑布、U形

钢索桥等，不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寻

求新的增长点。

景区在发展中，一直坚持“绿色发

展、红色传承、红绿融合”的旅游开发路

子，先后建成大别山商城革命历史纪

念馆、红色丰碑园、革命先烈雕塑园，

景区成为国家30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

和100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被确定为

河南省党史教育基地、大别山干部学

院教学基地、河南省中小学生研学基

地。景区游客逐年递增，到2019年游

客量已突破70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达

7000多万元。

“发展旅游的同时，把吸引来的人

气、旅游产品的投放、市场的拓展与乡村

振兴相结合，这样才能造福于百姓，实现

企业增收、乡村振兴的双赢。”江建军介

绍说。

西河景区在发展中，始终将带动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

务，以旅助农、以旅促农、以旅富农。

“以前茶叶卖不出去，现在在家门口

很容易就卖出去了，还供不应求，加上我

在景区打扫卫生和暑假孩子们在景区卖

些水枪、水瓢等漂流用品，一年轻轻松松

收入10多万元。”村民田阳珍微笑着说，

“更为重要的是，景区发展好了，游客来

了，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知道和景区融为一体，知道了要注意自

身的形象和搞好家庭卫生。”

“路通了，土特产卖出去了，农家餐

馆开起来了，民宿发展起来了，景区里的

农户没有一户不受益的。”景区大门口农

家餐馆老板唐光富坦言。

旅游的兴起，景区引导农户将当地

茶叶、竹笋等农特产品，包装成旅游商

品，还让农民变员工、变商人，直接解决

长期就业岗位200多个。旅游兴起后

极大地带动了当地住、食、购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目前，景区周边的饭店、土

特产购物店达100多家，年营业额达到

1.2亿元。

如今，西河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景区所在的村庄

从原来的荒沟野岭，交通不便的山沟

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山城。村民家

家户户均自建了楼房，人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8000 元，到 2019 年高达

30000多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再经过5年到10年的努力，我希

望景区的空间布局拓展到 80平方公

里，打造出融峡谷探幽、登高览胜、红

色教育、康养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的大别山核心景区和全国知名景区。”

谈及未来，江建军信心满满，“到那时，

父老乡亲们都能靠着绿水青山过上幸

福日子了。”

本报讯（记者李政）11月20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调研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并分别主持召开

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做好下步工作听取

意见建议。

在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武国定来到企业展示中心等地，

了解企业的改革经营发展和自主科技

创新情况。在座谈会上，他指出，黄规

院公司要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围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课

题开展专题研究；围绕河南实施“四水

同治”，建设兴利除害的现代水网体系

积极出谋献策；围绕弘扬黄河文化、讲

好黄河故事贡献聪明才智。

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武国定来到

水利实验厅，认真查看小浪底水利枢纽

模型等实验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在河流

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情

况。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他指出，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是一座因水而生的综

合性大学，要发挥水利人才培养基地、

水利科技创新平台、政府智库的作用，

服务国家战略，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服务河南发展，积

极参与河南“四水同治”等重大水利项

目；服务乡村振兴，培养建设人才，提供

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李政）为了方便“白天

鹅旅游季”期间游客出行，持续升温三

门峡冬季旅游市场，11月21日9时01

分，“三门峡·天鹅号”G9207次旅游高

铁动车组准时从郑州东站开行。

据了解，“三门峡白天鹅旅游季”是

黄河流域乃至我国北方冬季旅游的黄

金线路。近年来，三门峡市作为传统资

源型城市，把旅游业作为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的优势产业，打造全季节生

态旅游产品体系，大力实施蓝天、碧水、

净土工程，守护好“蓝天白云好空气，青

山绿水白天鹅”。飞临三门峡黄河湿地

越冬的白天鹅数量逐年上升，最多高达

一万余只，占全国白天鹅总数的三分之

二，三门峡成为黄河流域最大的白天鹅

栖息地和观赏区，吸引了大批游客、摄

影爱好者前往旅游观光、采风创作。为

积极推动客源引入，助燃河南文旅冬季

市场，自11月21日起至2021年1月底，

高铁专列G9207、G9104每天从郑州和

三门峡往返开行；从 11月 28日起至

2021 年 1 月底每周末普速旅游专列

Y801、Y802从郑州和三门峡往返开行。

据新华社南京11月21日电 农业农村部

日前总结并发布了超级稻亩产突破1000公

斤等10项“十三五”期间对我国农业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科技标志性

成果。

2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的2020中国农

业农村科技发展高峰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这10项成果：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

国际领先、超级稻亩产突破 1000 公斤、

H7N9禽流感疫苗研发成功并大规模应用、

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新品种培育成功、猪病毒

性腹泻三联活疫苗研发成功并应用、冬小麦

节水新品种与配套技术集成应用、玉米籽粒

机收新品种及配套技术体系集成应用、黄瓜

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学研究利用国际领

先、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取得重大进展、寒

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系列新品种国

际领先。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11

月22日，由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组织开

展的2020年“河南省戏曲之乡”评选揭晓，

宁陵县被授予“河南省戏曲之乡”称号。

近年来，在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

的支持和指导下，宁陵县戏剧事业取得

了长足发展，正由戏剧大县向戏剧强县

迈进。自规划创建“河南省戏曲之乡”

以来，宁陵在戏曲文化阵地打造、戏曲

人才储备、戏曲文化资源挖掘等方面做

出很多努力，组织本地专家学者开展戏

曲文化资料收集整理、课题论证研究等

一系列工作，摸清了宁陵戏曲的源流、

价值及传承。

2019年12月，宁陵县启动了“河南

省戏曲之乡”申报工作，编写了申报材

料，拍摄了纪录片，并提请省戏剧家协

会进行实地考察、验收和命名。今年9

月14日至15日，省戏剧家协会组织相

关专家对宁陵县申报“河南省戏曲之

乡”进行考核论证。考察组一致认为，

宁陵的葛天文化孕育了中国戏曲的原

始雏形；宁陵的戏曲传承良好，剧种较

多，有豫剧、曲剧、四平调、二夹弦、道情

等剧种在此繁衍发展；走出了李斯忠等

闻名全国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经研究，

省戏剧家协会决定授予宁陵县“河南戏

曲之乡”称号。

本报讯（记者田明）当前我省冬小

麦处于三叶至分蘖期，11月22日，记者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省出现的大

风降温及雨雪天气过程有利于农田进

一步增墒蓄墒，也利于冬小麦进行抗寒

锻炼，麦田墒情明显改善。

据了解，麦播以来（10月1日至11

月 16 日），全省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0℃～2.1℃，降水偏少1～9成，麦田土

壤墒情下降明显，截至降水前全省已有

约4成站点出现不同程度干旱。近期，

全省大部出现中到大雨，东部、东北部

局地暴雨。此次降水过程使土壤墒情

明显改善，起到了增墒蓄墒的重要作

用。截至20日9时，全省干旱站点数降

至25个（占比11%），减少了26个百分

点，豫北、豫东、豫南地区旱情基本解

除。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雨雪天气，

对部分晚播、长势弱的冬小麦苗情转化

升级与设施农业生产有一定不利影

响。要做好分类管理，培育冬前壮苗。

各地应因地因苗，加强分类管理，适时

通过划锄、镇压、追肥等管理措施，促进

冬小麦根系生长，确保形成冬前壮苗。

各地要检修加固棚架设施，做好防寒保

暖。冷空气来临前，要及时加固、维修

简易或设施陈旧的作物大棚、家禽家畜

棚舍等。注意做好温室及设施农作物

防寒保暖，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项城 高颜值赋能乡村振兴

武国定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落实工作时强调

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
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部发布“十三五”
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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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天鹅号”
高铁旅游专列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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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 补短板打造教育强县

助力乡村振兴
新乡邮政在行动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

我省麦田墒情明显改善
豫北豫东豫南地区旱情基本解除

宁陵荣膺“河南省戏曲之乡”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杨绪伟曹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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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尉氏县庄头镇爱心志

愿者在阮家小学义务为留守儿童辅导

乐器“阮”的弹奏技巧。近年来，该县

把非遗文化融入学校教育，让学生树

立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

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李新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