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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海旭尹小剑
通讯员黄晓婉文/图

谁说年味离不开烟花爆竹？1月30

日上午，光山县第六届优秀传统文化展演

暨电商糍粑节在古朴典雅的司马光小镇

如期举办，着实让人们体味了一把豫南地

区别样的年味。

作为光山“十宝”之一的糍粑，其传统

制作工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

进入腊月，打糍粑便成了当地百姓过年的

“重头戏”，经过煎、炒、炖、炸的糍粑是春

节饭桌上极具年味的佳肴。但今年的活

动与往年不同，为了做好疫情防控，由往

年的一个会场改为白雀园镇红军广场、文

殊乡东岳村、晏河乡鸡公谭糍粑基地、槐

店乡司马光小镇四个分会场，并以网络直

播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尽管缺少了一点

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热闹场面，但热气

腾腾、喜气洋洋的年味却一点都没少。

从雪白的糯米到香喷喷的糍粑，一般

要经过浸、淘、沥、蒸、舂、拧、压等多个环

节。用传统方式打糍粑是个力气活，更是技

术活。石锤入臼，一起一落，一吆一喝，边打

边转，边打边蘸，蒸熟的糯米慢慢地“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香气在全场蔓延开来。围观

的群众里，有从师傅手中抢过石锤过过手瘾

的，也有迫不及待揪上一坨趁热送入口中

的，“这样吃才叫香呢！”软糯的糍粑在唇齿

间舒展，甜蜜的乡愁在心底里氤氲。

从2016年开始，光山县已连续举办

了六届电商糍粑节，来自全县23个乡镇

的民间代表队现场进行了精彩的打糍粑

表演。

除此之外，以光山“十宝”为代表的特

色农副产品充分展示了光山县近年来“多

彩田园”产业扶贫所取得的成效：方洼的

“水晶火肉”、殷棚的“牢山粉条”、罗陈的

“龙凤芡实”、老夏家“糯米甜酒”，等等，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商品琳琅满目。

当地的“网红”“直播达人”穿梭其中，直播

“叫卖”好不热闹。台上花鼓戏、舞龙舞

狮，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以节会友、以节厚文，电商糍粑节将

民俗文化推介和乡村观光旅游相结合，通

过电商加持，不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据悉，近年来，光山县围绕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以节赛为载体先后举办了

“插秧节”“采摘节”“丰收节”，推出了“油

菜花节”“桃花节”“樱花节”，举办了电商

“糍粑节”“光山十宝”大赛等“节赛”，整合

乡村碎片化资源，促进全域旅游业发展，

大大提升了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知名度和

农民收益。

2020年，光山县入选首批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单位，文殊乡东岳村获“2020年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以光山“十宝”

为代表的光山特色产品通过“触网”走向

全国、卖向全球，全年销售额达5.2亿元。

光山县以特色办节，以节办会，以会招商，

以商富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兴县富

民之路。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李善喜

黄金梨种植规模2.3万亩，梨果畅

销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示范户种梨

年收入百万元……黄金梨是三国古镇

方城县博望的特色产业。近日，从农业

农村部传来喜讯，方城县博望镇入选

“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

匠名单”。

2012年，方城县博望镇率先引种

原产韩国的黄金梨获得成功。黄金梨

因其独有的“皮薄、肉厚、营养丰富、嘴

嚼无渣、含糖量高”等特点，赢得了广大

消费者好评。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望

黄金梨被定为运动员推荐水果；在上海

世博会上展销，又被推上专用展柜。一

箱12个梨售价150元，每亩梨园最高收

入3万多元。

在博望镇党委、镇政府的积极引导

下，目前在博望镇51个村中，已有38个

村黄金梨种植初具规模。其中，前荒村

种梨面积达3300多亩，实现了人均一

亩梨园、年创收入2万元的目标。前荒

村原党支部书记徐运芝更是率先示范

带领群众种梨，她家种梨42亩，最高年

收入近百万元。如今，踏入方城县博望

镇这片土地，跃入眼帘的满眼都是梨

园。博望镇已形成春尝花、夏游园、秋

品果、冬鸟喳喳唱丰收的美景！

在黄金梨产业发展过程中，博望镇

政府主动牵头，与中国农科院林果研究

所、河南农科院、南阳农科院协调，建立

了固定的互联互通关系，多位专家教授

每年定期前来指导技术、培训农民。河

南农业大学还在前荒村建立了试验示

范基地。5年来，该镇共引进新技术16

项、培训技术型农民3800多人次。该

镇还着重拉长产业链条，推行“专业合

作社+农户”“党员干部+农户”“电商团

队带农户”等形式的服务模式，解决了

一家一户办不了的难题。在黄金梨销

售旺季，动员电商团队广开网络销售渠

道，镇党委班子成员当电商主播，在网

上广泛推介博望黄金梨，仅2020年该

镇就销售黄金梨200多吨。

为提高博望黄金梨的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2018年该镇主动邀请专家教

授现场教学，全面推广土农药、农家肥、

梨果二次套袋、绿肥掩青、梨果恒温冷

藏等20多项新技术。2019年，由多个

黄金梨专业合作社加盟的南阳市胡家

荒专业合作联社、时运林果专业合作社

顺利拿到了金光闪闪的有机食品认证

书。

1月29日，宁陵县总工会、县文联、县书法家协会组

织知名书法家走进嘉施利肥业、福润集团等企业开展

“送万福 进万家”义写春联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

氛。宁陵县书法家协会主席王闯，副主席许伟、刘东海、刘

振海，田国庆等人不畏冬日的严寒，挥毫泼墨大显身手，一

副副吉祥如意的春联在妙笔下熠熠生辉，行、草、隶等多种

书体各具神韵，为企业员工送去了书法盛宴和美好的新春

祝福。企业员工捧着红红的春联，个个爱不释手，脸上露

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当日，书法家共送出了500余副春联

和“福”字。

据了解，宁陵县文联还将继续组织书法家深入乡

村、社区、企业等地举行义写春联，旨在传递党的声音与

关怀，丰富基层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送万福 进万

家”义写春联活动在宁陵已持续开展十多年，每年义写

春联万余副。 （马东旭文/图）

春节即将来临，为体现对生

活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切实缓

解生活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1月26日上午，民权县市

场监管局组织开展“送温暖 献爱

心”捐款活动，以实际行动关心关

爱困难群众，积极营造团结互助、

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

活动中，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带头，积极做

好表率，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响

应，慷慨解囊，有序排队捐款，将

一份份凝聚爱心的捐款投入至

捐款箱中，以实际行动帮助困难

群众，为困难群众献上自己的一

份爱心。

（周杰文/图）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

于切实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和要求，近日，商丘市梁园区市场监

管局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人员组成检查

组，深入辖区内相关进口冷链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开展了进口冷链食品专项监

督检查。

此次检查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水

产销售店铺为重点区域，对进口冷冻食

品、生产企业进口冷链食品及从业人员

开展了全面排查。重点查看了采购、销

售的冷链食品是否进行进货查验，是否

具备“三证一码”，追溯码信息与产品信

息是否一致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组

现场指出并责令其整改。

同时，检查组深入了解“豫冷链”系

统的应用情况，督促涉及冷链食品生产、

销售、储存的市场主体必须注册上线和

首站赋码，并及时上传进口冷链食品信

息，对使用中出现问题的及时进行给予

指导解决。

截至目前，该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

进口冷链食品已全部下架，冷链食品从

业人员已全部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全区“豫冷链”系统上线管理

员19人，完成企业注册、登记89家，发

放溯源码6227个，可监测到累计流入该

区冷冻食品（国内）23464吨，实现了涉

及进口冷链食品的精准防控。

(孙小晶)

日前，台前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冷藏冷

冻冷链食品防控工作的通告》。

为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指示精神，自

2020年12月19日起，台前县食药监局联

合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等部门人员在县界

口、高速口、浮桥等处设置检查站，启用24

小时勤务制度，对冷链运输车辆实行“逢车

必检、分类处置”，确保流入市场的冷链食

品安全。

2020年12月13日，该县明确提出全

县范围内暂停采购、运输、储存和销售使用

进口冷冻肉品和水产品。采购国内产地的

冷冻冷藏肉品，应当索取并查验供货者许

可证、检验检疫证明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合格证明，并主动接受县卫生健康部门、市

场监管部门组织的核酸检测。

针对进入台前县的冷链运输车辆，检

查人员按照进口冷链食品运输车辆、非进

口冷链食品运输车辆随附证明齐全、随附

证明不齐全、属于过境进口冷链食品承运

车辆等进行分类处置。同时，对入县车辆

车牌号、司乘人员、联系电话、目的地等信

息做好登记，确保流入该县市场的冷链食

品去向可追。对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冷链食

品运输车辆，一律劝返。

截至1月25日下午，该县各检查站共

检查冷链运输车辆108辆，其中随附证明齐

全车辆80辆，运输进口冷链食品及随附证

明不齐全车辆28辆，已全部劝返。(岳婷婷)

台前县

加强冷链食品运输环节疫情防控
商丘市梁园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进口冷链食品专项治理

春节临近，为维护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工作

的参与度，1月26日，叶县市场监管局

在城区聚鑫源农贸市场西门开展了“你

点我检”活动。

此次活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

叶县市场监管局对群众较为关心的卤肉

制品、小麦粉等食品进行了抽样，并在快

检车上完成检验，检验项目涉及亚硝酸

盐、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等。同

时，该局执法人员还对食品经营单位索

证索票、“6S”管理、后厨卫生等情况进行

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排除隐患，严把

食品安全源头关、质量关。(许文鹏)

春节将至，为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

秩序，郑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五个

加强”，统筹疫情防控和市场监管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安全祥和的新春佳

节。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该局以商场

超市、农贸市场、火车站及长途汽车客

运站等为重点区域，开展食品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等环节专项整

治。加大对米面制品、食用油、肉及肉

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的监督检查力度，

尤其突出对进口冷链食品、进口食品的

监管。同时，增大食品安全抽样监测的

覆盖面，运用智慧快检车云监管系统对

数据进行实时分析，预警食品经营风

险。

加强“药械化”监管。该局加大对

药品零售企业、医疗机构、化妆品经营

单位和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单位落实主

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

违规经营和使用行为，督促药品零售企

业销售治疗发热类药品时对购买顾客

实行实名登记，督促各药品零售企业在

营业期间加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特种设备监管。该局结合疫

情防控工作和节日特点，重点检查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制度、日常维护

保养记录、设备档案资料、应急救援演

练、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情况等，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使用单

位整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一律停止运

营和使用。

加强价格监管。该局紧盯防疫物

资、农副产品及茅台等名优白酒等重点

领域，加大对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

商品的价格监管，督促经营者加强价格

自律，严肃查处各种形式的价格串通、

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不按明码标价等

损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价格

违法行为。另外，该局配合相关部门抓

好“米袋子”“菜篮子”等市场供应，满足

群众节日消费需求。

加强消费维权。该局畅通12315

投诉举报渠道，按照“统一受理、分流

办理、限时办结、及时回复、全程监督”

的工作流程，有序高效处理群众投诉

举报信息。根据投诉举报热点，该局

及时分析研判，挖掘案件线索，“以诉

转案、以案解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李影）

糍粑节里话丰年
光山县第六届优秀传统文化展演暨电商糍粑节在司马光小镇举办

群众点 监管检
叶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你点我检”活动

“送万福 进万家”
宁陵县举行义写春联活动

方城县博望黄金梨

被命名为“全国乡村特色产品”

郑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五个加强”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民权县市场监管局

开展“送温暖 献爱心”捐款活动

特色产业

光山糍粑节现场光山糍粑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