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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大难”到“创业者”
小香菇撑起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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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举 行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曹国宏曹国宏
通讯员通讯员李华润李华润杨振辉杨振辉

春日的淅川，山色空蒙，绿水

环绕，一条条山路蜿蜒曲折，一层

层梯田肥沃壮观，一树树杏花竞

相绽放。袅袅薄雾升起处，一湾

甘甜清冽的碧水由此流向北方，

滋润广袤的华北平原。

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

淅川县，山水相依，静谧祥和，宛

如画境。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一湾

清水源源不断从这里永续送往北

方，无数民众喝上了甘甜的丹江

水。可正因为这特殊的荣光和使

命，这里的发展也受到各种限

制。曾几何时，这里，有山不能养

畜，有水不能养鱼，有矿不能开

采。淅川县集山区、库区、贫困

区、边缘区于一体，生态环境基础

脆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

交通制约因素突出，是目前河南

省唯一一个县城不通高速、不通

铁路、不通国道的县，脱贫攻坚任

务之重、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据

统计，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村159

个，其中深度贫困村98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 97110人。贫困面

大、新老移民多、发展路子窄、脱

贫任务重。可正是在这样艰难的

条件下，他们如期完成任务，全面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

绿色脱贫道路，向人民交出了满

意的答卷。

这其中，有无数的感动和泪水，

无数的奉献和坚守，无数的智慧和

实干，无数的创新和实践。让我们

一起来听一听那些难忘的故事。

□本报记者李晓辉

时下，在春雨的滋润下，返青的麦苗

在中原大地延展，一望无边的绿色波浪

正孕育着河南小麦丰收的希望。

“今年小麦苗情长势好于常年，为夺

取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昨日，记者连线

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

大代表、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

宋虎振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作为农

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肩负着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必须牢记总

书记嘱托，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2017年以来，我省粮食产量已连续

4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2020年粮食

总产1365.16亿斤，单产847.5斤，均创

历史新高。在这么高的基础上如何持续

实现粮食稳产高产？

“‘十三五’期间，我省大力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从田成方、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基础版’，

到高效节水的智能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我省高标准农田不断提升，为粮食连年

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宋虎振告诉记

者，目前我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6910万

亩，走在了全国前列。到2025年，全省将

建成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把更多“望天

田”变成“高产田”，不断提升粮食抗灾生

产能力。另外，我省还将加快农业科技

创新，加快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

国际玉米小麦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解

决种质资源“卡脖子”问题，打造河南种

业“高地”。推动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

中心，提升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推进

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技术

集成应用，确保全省粮食持续丰收丰产。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董豪杰

全面建成小康之年，乡村变化让人

欣喜。生活变舒适，村庄更美丽，“美丽”

经济，也给乡村注入更强活力。

去年年底，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收官。面对短板，瞄准不足，全

省农业农村部门打出一套以垃圾治理、

污水处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为

重点的“组合拳”，美丽“扎根”让农民生

活在美景中，美景引来游客，带来美丽经

济。

小厕所 大民生

“咦，恁家厕所现在排场得很啊!”

今年春节期间，鲁山县马楼乡马楼村刘

刚家新修整的厕所令亲戚们纷纷点

赞。铺上地板砖、加上水冲设备，干净

又整洁。从去年起，经过厕所改造，刘

刚家彻底告别以往苍蝇乱飞、臭气熏天

的厕所，变成“和城里人一样”的水冲式

厕所。

小厕所里有大民生，全面建成小康

之年，厕所这件小事儿让刘刚家倍感舒

适。他说，当地厕改过程中，在统一规划

的基础上，遵循村民意见和现状，由村民

参与设计改造，达到干净卫生又方便实

用。

小厕所的大变化带来生活质量的提

升，受益的不止刘刚一家。目前，全省共

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671万户，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85%。全省范围内持续

开展的农村改厕问题大排查，共排查整

改问题户厕15.5万个，据第三方机构评

估，群众对改厕工作满意度达93.68%。

设施齐 更宜居

上楼下楼，花花草草，出门就看见变

化，是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清淮村村民

李祝英去年感受最深的地方。

“谁说农家就是脏乱差？”如今的李

祝英家，整洁别致的三层小楼，屋里屋外

都被花花草草装点。小院外，出门就是

水泥路、门口就有垃圾桶，村里的变化让

李祝英看在眼里，美到心里。

乡村短板怎么补？近年来，我省持

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道路硬化、亮化、

美化，让美丽宜居乡村“底气足”。目前，

我省全部行政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

80%的行政村公共场所等重点部位有照

明，农村集中供水率达93%，自来水普及

率达91%。一系列“硬核”基础工程，让

乡村美丽又舒适。

面对农村陈年垃圾治理，我省突出

全域整治、全面整治、持续整治，着力开

展以“三清一改”为重点内容的村庄清洁

行动，95%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全省农村共配备保洁人员26.54万

名，85%以上的县（市、区）建成全域一体

城乡融合的市场化保洁机制，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

住”的长效机制。

村庄靓 游客来

回忆起从成立来到农村创业，在信

阳市平桥区蓝店街道办王寨村开办农家

乐，马宪斌一语道破秘诀：美丽就是经

济！

靠山临水的王寨村，以前守着美

景，却过着“邋遢”日子，景美村不美！

如今，经过改造，村子里干净整洁，茶余

饭后，村民沿着步道上山赏景，日子更

加舒坦。马宪斌正是看中了美景这一

独特资源，扎根下来开办农家乐，每逢

周末，品美食、赏美景成为游客的标

配。如今，像马宪斌一样，不少村民返

乡，开起了茶舍、民宿等。乡村变美丽，

带来了“回归经济”，也带来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村民在家门口也能挣得不菲的

收入。

乡村美景怎么打造？平桥区明港镇

新集村在提升环境的同时，不砍树、不填

塘、不挖山、不扒房，让自然形态与美丽

乡愁融合，带来别样的美丽经济。

蜂拥而至的游客，让村民将农旅结

合起来，村里以往种植的农田被各类专

业合作社打造成千亩油菜园、百亩荷花

园、林果采摘园，既是吸引游客的“四季

有花、换季有果”的田园景色，又是发展

现代农业的种植基地。

纵观全省，各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境、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乡土文化，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吸引城里人到农村休闲观

光、健康养生，农家乐、民宿、康养基地在

全省各地蓬勃发展，真正把绿水青山变

成了金山银山。

小康路上好风光

一湾清水出淅川一湾清水出淅川
——水清民富县强的“淅川探索”

淅川县因环绕丹江口水库而热闹得

像百鸟朝凤，因全县如期全面脱贫使山

与水更加明媚。这篇报道解析出的淅川

现象，可以用“三清”大致涵盖。

一是发展上思路清晰：“短、中、长”

三线战略，保脱贫、管致富、利长远。以

创建丹江湖国家5A级景区为龙头带动，

以“全域党建”为引领，以“一统四抓”工

作机制为推动，县委一班人变“奉献致

贫”为“变现脱贫”，把绿色底蕴拉长变现

为绿色产业链——香菇种植解决好秸秆

等腐殖质污染，搬迁集中居住破解生活

污染，护林员维护提高森林覆盖率。把

湖光山色之美景提升为旅游底色，历史

遗存古为今用，民俗挖掘化虚为实。抓

基础教育，让深山苦娃奋斗故事励志当

代青年；抓德育典型，让向上氛围影响改

变家庭环境。全县上下，遍播生长希望

的种子。

二是全域内环境清幽：水是淅川环

境的底蕴和最大的旅游优势。全县严格

按照“树不能伐、鱼不能捕、矿不能开、畜

不能养”的“四不”要求，扛稳水源区水质

保护重任。光伏发电既能利用清洁能

源，又可让贫困群众增收。新型环保建

材厂消化了残枝败叶和建筑垃圾。推广

“一地生三金”模式，发展软籽石榴、杏李

等林果基地，建设红薯、有机蔬菜等种植

基地，使特色种植农为景用，敷设出游客

寻觅诗情画意和乡愁的最佳目的地。乡

村旅游示范村、旅游示范园、农家乐、旅

游从业人员人数等迅速增加。

三是全社会风气清和。党建引领到

位，机制运作到位，脱贫扶持到位，基地

规划到位，教育引导到位，环境保护措施

到位……各项工作依法依规推进，条例

清楚，干部清白，群众清明。政通人和、

心齐气顺的淅川县，“风正一帆悬”地向

美丽的彼岸破浪疾驶。

一个人的“翻身仗”

李建峰是淅川县西簧乡梅池村人，

一家5口人，母亲年迈，两个孩子正在

上学，妻子患有类风湿，全家的生活靠

他一个劳动力打零工维持。

住的房子是用土坯砌成的，已经有

50多年的历史。在时间的冲刷下，外

墙已经剥落，房檐的木头也在雨水的侵

蚀下腐朽。每逢下雨天，屋外雨潺潺，

屋内卷珠帘。

看着唉声叹气的母亲和冻得瑟瑟

发抖的孩子，李建峰的心里很不是滋

味。一定要盖一座新房子，可这又谈何

容易？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都很困难，

这样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

梦想变成了巨石，沉重地压在他的

心上。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李建峰家被认

定为贫困户，房子也被鉴定为危房。

要怎么帮他呢？驻村第一书记和

他聊了很久。聊完之后，李建峰决定种

植香菇。村里的主导产业是香菇，可他

一没钱，二没技术，更没有勇气去尝试。

恰在这时，县政府出台政策，凡发

展香菇种植的贫困户，每户给予5000

元产业扶贫引导资金。与其同时，政府

还帮助解决3万元的免息小额贷款。

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李建峰树立了信

心，开始了种植香菇的创业道路。

这期间，县农业农村局专门成立香

菇产业技术服务组，聘请西峡县香菇专

家做技术顾问，多次来村里进行实地指

导和技术培训。驻村干部也多次来到

李建峰的菇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

让李建峰避免了很多弯路，首战告捷，

香菇取得了大丰收。看着像花儿一样

的香菇，李建峰喜不自禁。此外，县里

引进了很多香菇加工企业，销路也不成

问题，第一年依靠香菇种植李建峰净赚

了3万元。 （下转六~七版）

好一个“三清”淅川>>>评论

□王民选

全国人大代表、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

担好“金扁担” 助力乡村振兴

▲3月4日，正阳县永兴

镇德新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果木园里，桃花迎春绽放，引

来游人赏花拍照。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华摄

3月4日，宁陵县阳驿乡单阁村村民

许富梅在为大棚桃花授粉。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

春来桃花 俏俏

本报讯（记者王旭）3月7日，记者

从省妇联获悉，全国妇联近日表彰了一

批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先

进集体，河南日报农村版被授予“全国巾

帼文明岗”称号。

河南日报农村版始终牢记政治家办

报原则和党报姓党的要求，努力扛好助

力“三农”的时代重任，浓墨重彩讲好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河南故事。

目前，河南日报农村版女职工占比

40%。新时代新任务，在乡村振兴主战

场到处都有女记者的身影，她们用笔、用

镜头记录来自最基层的鲜活实践，讴歌

希望的田野上真实感人的故事。“总书

记，河南向您报告”“出彩河南圆梦小康”

“沿着黄河看小康”等报道和专栏，充分

展现了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嘱

托，在希望的田野上阔步前行的生动实

践。

巧媳妇工程是近几年来河南省妇联

倡导实施的一项惠民工程。河南日报农

村版开设的“河南省巧媳妇脱贫带富故

事”专栏，记录了我省各地涌现出的一大

批自主创业、稳定就业、爱岗奉献、建设

美好新家园的农村妇女先进典型，彰显

出中原更加出彩中的巾帼之美。

本报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栗战书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