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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郑占波文/图

1月10日，在被誉为“中国黄河石画

第一镇”的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镇大河古渡

文化园一处展厅内，农民画师赵现红和他

的学员们正在创作黄河石画，随着画笔的

起落，转眼间一块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的黄河石上，被分别绘制出了各种各样的

牡丹、山水、动物……

这个展厅是赵现红平时集创作、培

训、销售于一体的平台，南北两侧摆放着

多层钢制黄河石画展示架，每一层都整齐

摆放着一块块形状各异、构图巧妙、色泽

艳丽、立体感强的黄河石画。有雍容华贵

的牡丹、笑容可掬的人物、磅礴大气的山

水、惟妙惟肖的动物……这些黄河石画笔

锋清晰，着色鲜明，富有浓郁的乡土文化

气息，置身其中，犹如来到了黄河石画王

国，让人目不暇接。

展厅东、西两侧各摆放了一张大大的

画案，画案上摆满了作画颜料和画笔，画

案前的左右位置上摆放着刚完成的黄河

石画。随手拿起一块石画，石上的两匹骏

马扬蹄奔驰、长鬃飘逸、栩栩如生。“一块

像这样的石画，再配上手工雕刻的底座，

如果在洛阳牡丹文化节上，可卖出1200

元的好价钱。”赵现红自豪地说。

随同采访的白鹤镇党政办工作人员

王成斌介绍说，位于黄河南岸的白鹤镇沿

黄河岸线长达50多公里，以盛产奇石闻

名，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黄河石资源。

这些经几亿万年形成的黄河石长时

间经河水的冲刷、洗磨、流送，比一

般石头表面光滑且质地坚硬，尤

其是白色的石头，看上去犹如宣

纸一般。

从小生长在黄河边长秋村的

村民赵现红不仅喜爱绘画艺术，

而且对黄河有着特殊的感情，没

事的时候就喜欢和朋友去黄河滩

上挑拣形状各异的奇石，回来后打

磨，清洗，让石面更加光滑细腻，形

状更加圆润饱满，然后用不易褪色

脱落的丙烯颜料在上面作画，创作出雍容

华贵的牡丹、栩栩如生的花鸟等多种元素

的黄河石画，很受消费者青睐。

“大约是2010年以前的事儿，有人慕

名来找我想买黄河石画，当时也不知道咋

给人家定价，更不知道市场行情咋样，就

让人家随意给俩钱就行，没想到4块黄河

石画买方给了2000元。”赵现红说，这是

他创作黄河石画以来的首笔收入，多年的

艰辛终于有了回报，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这之后，他便成了村里的“香金金”，前来

拜师学艺的村民络绎不绝。

黄河石画的“蝴蝶”效应，引起了白鹤

镇党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把黄河

石画创作提升到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

黄河故事的高度来谋划，作为当地群众的

一项文化致富产业来抓，着力推动黄河文

化与休闲旅游从“物理组合”迈向“化学反

应”，让诗和远方完美交融，呈现

出文旅农旅融合的全域旅游

发展格局。

为此，白鹤镇里通

过典型引领、免费培

训、网络销售等

多种措施，

鼓 励 和

带

动更多的村民加入石画创作中来。

作为当地较早尝试做黄河石画的艺

人，赵现红被镇里长期聘为石画培训教

师，10年来，他先后培训石画学员5000

多人。如今，能做石画的农民画师越来越

多，每人每天能完成十几到几十块石画作

品。同时，他还主动收集村民的作品，利

用“互联网+网店”等网络平台进行推介

营销。长秋村村民闫秋环说：“赵现红是

我们村的红人，更是我们这儿的神笔，以

前在墙上作画，现在在黄河石上作画，他

带动了好多人致富。”

在赵现红的带动下，当地一些有绘画

基础的农民纷纷加入以黄河石为纸作画致

富中，他们巧妙地将赏石文化和国画艺术相

融合，创作出大量的花鸟、生肖、人物、山水

等，在他们的画笔下，一块块黄河石变得惟

妙惟肖。因为形式新颖、画工精细，黄河石

画越来越有名气，辽宁、云南、广东、

浙江等地也有他们

的“粉丝”，很多人慕名前来欣赏、购买。

“这几年我开始创作生肖石头画，现

在已创作工笔、写意生肖黄河石画作品

800多块。在石头上画画比在纸上画画

难度大，因为石头不吸收水分，所以调颜

料得十分讲究。颜料若是调稀了，容易乱

流；若是调稠了，又难以上色。”日前，在白

鹤镇赵现红的工作室里，他一边调着颜料

一边说，“2020年9月份，我就开始翻阅和

牛相关的书籍和图片，现在已创作了一系

列以牛为形象的石头画200多块，准备迎

接牛年到来。”

通过一系列的帮扶措施，该镇涌现出

近千人的黄河石画专业创作队伍。在沿

黄河岸边的10个村庄，黄河石画已形成

了网上销售、订单销售等多种新模式，产

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漂洋过海，

远 销国外，形成了黄河石画产业

带，走出一条靠黄河石画致

富的新路子。

近日，淅川县市场监管局与农业农村

局联合制定了8个涉农合同示范文本，供

全县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者、

农民参考使用。这种精细化为农服务意

识及做法值得点赞。

涉农合同特别是农业订单，是农村信

用经济的基础，涉农合同的履约状况直接

关系到农产品市场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

然而，由于缺乏示范文本，不少涉农合同存

在内容不够明确等漏洞，农产品的数量、质

量以及各自应承担的风险、责任等约定不

清，为合同履行埋下了违约隐患。

毫无疑问，包括订单农业在内，各类农

业合同的规范发展，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

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等具

有重要作用。就此而言，规范合同，也是在

帮农。各地不妨以此为抓手，加强对农企

农户的信用监管，通过合同的规范化制定

来推动农业的市场化发展。 （任振宇）

“吕部长，俺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正

在接受县纪检委的调查，他还能作为新

一届支部书记候选人吗？”前不久，一群

众给商水县平店乡纪委负责人、武装部

长吕宏伟打来咨询电话。“请您放心，乡

纪委一定会严格审查，所有违规违纪受

处理的一律不能作为候选人！”

“吴乡长，俺村支部书记已经超过

60岁了还能继续留任吗？现任村主任

干得不错，还不到55岁，能否作为支部

书记候选人啊？”“年龄问题是个‘死杠

杠’，进退流转要正确对待、结合实际，

更要遵守法律程序呀！”乡长吴国锋给

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陈书记，俺村原任干部王某某作

风霸道，有为政不廉、隐瞒欺诈等现象，

听说他想趁换届进村‘两委’班子，可能

吗？”“请您不要担心，有乡纪委、公安、

司法等6个部门，县里12个部门监督把

关，绝对不会让有问题的人员当选候选

人！”乡党委书记陈静的回答斩钉截铁。

据了解，进入去年12月份以来，关

于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之事，该乡很多干

部群众实名或匿名给乡里有关领导打

电话、发微信、寄信函。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该乡党委、乡纪委、乡政府把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

事认真狠抓，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严格组

织程序、认真审核把关、合理确定候选

人、精密组织实施，公布有关领导联系方

式，设立专人及时解答群众关心的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问题，确保了顺利选举、平

稳过渡。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是全乡党员群众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政治稳、民心

安。目前，我们的支部换届已经圆满结

束，28个行政村共顺利选出支委90名。

其中，新当选委员54名、连任委员36名；

新任支部书记17名、连任支部书记11名；

新当选支委平均年龄为 44岁，大专以上

文化的25人、女委员13人。”乡党委书记

陈静如是说，“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有序推

进村委会换届工作，一定确保把有知识、

有能力、作风民主、办事公道、群众拥护的

同志选进村级班子。” （赵永昌）

整排整排的智能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在焊花四射中，数千平方米车

间里只有十几名工人盯着电脑显示器……走进河南金牧人畜牧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智能化机器人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了这令人惊叹的一幕。

全链条、智能化、机器人，这些关键词映射出西平县加快畜牧机械制

造产业向“智造”迈进、向“高端”升级的缩影。

近年来，西平县牢牢把握畜牧机械制造传统优势，把畜牧机械制造

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坚持用产业化思路、全产业链模式，着力

促进畜牧机械制造业升级转型，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叫响了

“畜牧机械、西平制造”的好声音！

“胡书记是开着宝马来驻村的。当

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个来镀金的主儿，没

承想他真是个能干事的人。”寒冬时节，走

进内乡县板场乡长兴村，提起驻村第一书

记胡海军，几乎每个群众都能说上几段他

的故事。曾经的贫困户代明华说：“他就

是我们自家的人。”

私家车成百家车
宝马变“大众”

2017年11月15日，胡海军离开县人

武部机关大院，开着爱人给他买的宝马车

到长兴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长兴村距

县城78公里，距乡政府17公里，因为交

通不便，这辆宝马迅速成了全村人的“哑

巴儿子”。走访、开会、办事、引项目……

宝马成了村里的“公车”。

乡亲们搭“顺风车”去镇上赶个集，他

管接管送。周末回城，村里的父母托他为

城里的子女捎瓜带菜、城里的子女请他为

山上的父母捎衣带鞋，宝马成了城乡联结

的纽带。

夜半三更村民梁海青肚子疼得活不

成，家属一个电话，胡海军开起车直奔县

医院。代明华结婚的那天，宝马是新娘的

座驾。

爱人笑骂他是“败家子”，把一辆宝马

活脱脱“糟蹋”成“大众”。驻村3年，“大

众”行驶了8万公里，而此前5年，宝马总

共跑了不到3万公里。

舍小家顾大家
男子汉变“负心汉”

2018年4月17日下午2点，一阵粗

暴的电话铃声让胡海军夺门而出。他的

爱人突发意外，左手臂被玻璃割断两根血

管，生命垂危。当他赶到医院时，主治医

师质问他：“你爱人血压只有50，你干啥

去了？”

当了解到胡海军是驻村第一书记后，

医生立马缓和了态度，握着他的手说：“大

哥，我也是第一书记，嫂子的手术你放心，

我们是一家人！”经过6个多小时的紧张

手术，胡海军的爱人保住了性命，4月18

日下午4点多才苏醒过来。

4月19日早上，胡海军试探着跟爱人

说，村里正在开展精准扶贫“春季提升”战

役。同病房有个贫困户，由女儿在照顾住

院的妈妈。小姑娘过来说：“叔叔你去忙

吧，我家是贫困户，让我照顾阿姨。”

4月19日中午，胡海军再次走上长兴

村脱贫一线。熟悉情况的村组干部都笑

他是个“负心汉”。

群众利益无小事
第一书记变“管家婆”

在长兴村，胡海军就像一个“管家

婆”，什么都想领头干好。

他带头捐款，成立“长兴村教育基

金”，对新考入大学、高中的新生进行奖

励，联系爱心人士“一对一”帮扶。

2018年以来，他和村支部累计争取

资金418万元，修建蓄水坝、文化广场、党

群服务中心、卫生室等基础设施。

他多次“厚着脸皮”回到人武部“娘

家”要项目、要支持，协调50万余元新建3

个文化广场，协调15万余元建设了国防

长廊，让群众口袋“富”起来之后，精神生

活也全面“富”起来。

2020年10月15日重阳节，驻村工作

队和支村“两委”宴请全村96位60周岁

以上的老人，认真问计每位老人，共收集

44条建议。意见、建议的落实，极大调动

了老年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驻村3年来，胡海军的辛勤付出，赢

得了全体村民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先

后获得内乡县2018年“十佳第一书记”和

2019年南阳市优秀第一书记称号。三年

夜以继日的工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肌

劳损，不得不经常以药为伴。大家都劝他

回城歇歇，胡海军却说：“帮扶只有进行

时，宝马不坏只管跑。虽说都脱贫了，我

还要和乡亲们努力往富裕富足这个新目

标上奔。” （张德胜）

“宝马”书记驻村记

盘活石头上的黄河故事

商水县平店乡设立支部换届“热线”

畜牧机械 西平“智”造

规范合同也是帮农

“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用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凤凰涅槃，努

力打造西平制造竞争新优势！”西平县

县长李全喜如是定位西平畜牧机械产

业发展方向。

一场产业升级的谋篇布局，迅疾提

速、密集落子；一批“老字号”龙头企业

在探索中不断求变、迅速崛起——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凤

牧业是目前国内专业生产畜牧机械

设备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首家产品

出口到欧洲的农牧设备生产企业，被

工信部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正在

进行主板上市辅导；万华畜牧博采众

长，与德国芬格、法国多福瑞、韩国富

城等多个国家的畜牧装备企业开展

全方位合作，引进了自动化生产线并

实现产品对外出口；宏盛、鸿发、牧

祥、牧童等20多家畜牧设备企业也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表现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

目前，西平县畜牧机械特色产业集

群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畜禽养殖设备生

产基地，市场占有率达15%，产品覆盖

率60%以上。

龙头引领，“老字号”百炼“蛟蛇化龙”

西平县畜牧机械产业发展有着得天

独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优势。20世纪

80年代以来，该县107国道沿线分布大

大小小的畜牧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多达40

余家，全县从事畜牧机械制造行业的人

员众多，生产的养鸡设备闻名遐迩。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西平

畜牧机械制造要围绕延伸产业链、打造

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向高端转型升级，

打造西平制造新形象！”西平县委书记

聂晓光说。

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该县高标准

规划和建设了占地面积1400公顷的国

际畜牧机械产业园和河南省畜牧机械

产业园两个园区。目前，在国际畜牧机

械产业园已有法国新技、荷兰多赛、西

班牙埃克凡等5家欧洲行业巨头入驻。

在河南省畜牧机械产业园，以万华畜

牧、金凤牧业、瑞航农牧、金牧人等为代

表的20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抱团集聚发

展，形成了“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的可喜局面。

转型升级，让畜牧机械产业跃上

“龙门”。该县与国际知名企业，开展全

球战略合作，引入先进的国际智能化生

产工艺和制造技术。通过机器代人工

程，初步实现企业生产自动化、数字化、

智能化。如今，该县年产畜牧机械设备

达5000万台套，并出口到欧洲、非洲、

东南亚等38个国家和地区。

培植厚土，“小作坊”蝶变“世界工厂”

1月15日，在汝州市庙下镇，河南东都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右一）在向来宾介绍

公司机械化生产的粉条。近年来，该公司采取政府引导、合作社帮带、企业带动的带贫模

式，积极安置脱贫户进厂务工，变“输血”为“造血”，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群众增

收。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杜朋轩摄

1月17日，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处椿树岗村天隆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在西兰花蔬菜育苗基地劳作。该合作社以“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蔬菜种植的模式，发展西兰花大棚育苗产业，育苗时间无缝衔接，一年育苗量达500多万株。西兰花蔬菜一年可种植

收获两季，产品主要销往北京和香港市场，还出口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吸纳当地12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谢万柏摄

粉条加工助增收

三农杂谈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