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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雷

人到中年干劲足。作为一名基层党

员干部，洛阳市偃师区岳滩镇喂北村党

支部书记李宏涛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着

清醒的认识。

从农民到企业家，再到一名村党支

部书记。从顽皮少年到自立自强，再到

入党返乡，到如今成为引领父老乡亲走

上致富道路的“领头雁”，一步一个脚印

走来，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乡村结缘、与

故土亲近。

喂北村村北就是洛河，这里曾是洛

河上的一处古渡口。喂北村之名来自喂

羊庄，因为喂羊庄不断发展，后来变成两

个村子，位于北边的，就叫了喂北村。

20世纪60年代初，李宏涛出生在喂

北村。几十年成长路，村里的一堤一河，

一草一木，每一个有趣的玩耍之地，每一

张熟悉的乡土面孔，在他的心里早已烙

下印记，对故土的这片情早已扎根于心。

时光回到2010年，岳滩镇党委书记

联系到了在外打拼的李宏涛。此时的喂

北村软弱涣散，是偃师出了名的乱村、穷

村，想把这个村子治理好，需要一名乡

贤，而这名乡贤必须有“硬家底+真实

力”。

那时，李宏涛在外闯荡多年，创办的

“春华秋实”农业生态观光园，闻名遐迩，

经济实力更不必说。喂北村选择当家

人，众多村民和镇党委同时想到了他。

选好一个人，就能带好一班人、建好

一个村。自李宏涛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满心装着全村3000多名村民的苦乐

冷暖，一心一意为村民办实事，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他带领村“两委”

干部通过开展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昔日

名不见经传的河畔小村悄然实现了幸福

“转身”。

多年来，喂北村以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为契机，抢抓人居环境整治重大机遇，

开展三清一改、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创建

工作，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全村铺

设污水管网，整村推进厕所革命，强弱电

升级改造，村内村外铺设沥青道路，各街

道墙体粉刷美化，各街道更换路灯，沿路

主要建筑物全部亮化，全村无死角安装

监控探头，全村拆除违建，整治废旧宅基

地，主干道绿化提升，文明实践站、村史

馆、家风家训馆、图书室、便民服务中心、

党群中心、综治中心、道路养护中心、垃

圾分类中心都已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清扫清运机械设备齐全，巾帼志愿队卫

生网格化管理到位，环境卫生保洁制度

体系运转良好，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焕然

一新，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

显提升。

近几年，喂北村先后获得了原偃师

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十面红旗村、五星级

党支部，洛阳市乡村振兴百村示范、千村

整治示范村，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健康

村、河南省书香村、河南省文明村，喂北

村共青团获得了洛阳市五四红旗团支

部，喂北村妇联获得了洛阳市三八红旗

标兵、河南省妇联四组一队百强先进单

位，喂北村关工委获得了洛阳市五好关

工委等荣誉称号。

喂北村作为软弱涣散村上演的“变

形记”，只是偃师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典型之

一。

群众事情无小事，李宏涛有张有弛，

胸怀大度，以坦然之心面对，给群众办了

一批实事、好事。他入户遍访、座谈交

流，从统筹落实上级部署，到调解矛盾纠

纷，村里的每一件事都是他的职责，处处

留下他的足迹和身影。

乡村振兴，必须牢牢抓住产业和经

济这条主线。如何让喂北村家底厚实起

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李宏涛有

自己的打算。

李宏涛说，接下来，喂北村要抢抓洛

河大堤堤顶道路、生态建设机遇，高标准

完成河堤两侧生态景观打造，策划建设

好古渡口、古渡游园、古渡博物馆、古渡

水上游乐综合体项目，充分利用好河堤

两侧农用地，建设好喂北新窗口、新亮

点、新产业，把“古渡小镇、乡愁喂北”这

张名片叫响。同时谋划高科技农业观光

园、小微企业创新产业园，谋划好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业态，让二

里头夏都博物馆、岳滩镇产业聚集区、洛

河水资源、喂北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等资

源优势得到进一步聚集整合，让美丽乡

村“蝶变”出“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黄红立全媒体记者许金安
通讯员葛高远文/图

秋高气爽景宜人，河洛大地瓜果香。

“甘、甜、软、糯，滑而不腻，满口生

津！‘岭上西薯’名不虚传！”10月10日下

午，洛阳市伊川县鸦岭镇亓岭村千亩红薯

种植示范基地里迎来了200多位特殊的

客人，他们是红薯行业一流的专家学者，

以及龙头企业代表、全国重点甘薯企业负

责人。基地建设得到大家认可的同时，红

薯更是被啧啧称赞。

10月10日，中国（伊川）甘薯产业发

展大会暨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十四五”工

作会议在伊川龙凤山古镇举行，中国作物

学会甘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马代夫，国家

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强，江苏

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易中懿等来自国家甘

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及

主要业务骨干，河南省农科院、洛阳市农

技推广服务中心、高校等相关专家与会，

共议甘薯产业发展大计和良策，助推伊川

县打造“岭上西薯”农业新名片。

当日，伊川“岭上西薯”红薯品牌正式

发布。同时，中国甘薯产业大数据平台正

式开通。

“岭上西薯”logo设计，汉字为楷书，

线条形似红薯，又像山川。为“岭上西

薯”提炼出“岭上西薯富硒甜很多人吃了

100年”的传播口号，通过“岭上西薯”的

品牌灵魂——健康长寿薯，创作出“红薯

寿星”的品牌图腾，巧妙将中国传统文化

图腾转化为独有的品牌符号，为产品注

入文化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品牌找到

了根与魂。

从“土疙瘩”变身“金元宝”，小红薯的

嬗变，是伊川人尊重自然、踏实肯干、突破

自我、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表达。

从远古中走来

伊川县境内多丘陵山地，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土质疏松，富钾富硒，为种植

优质红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据了解，20世纪50年代伊川当地引

进“胜利100”红薯品种，后退化严重；20

世纪80年代末又引进了“徐州18”“553”

等红薯品种，增产效果明显，种植红薯极

盛时仅鸦岭镇就达到6万亩。

高山镇方沟村是伊川县的一个普通

村落，几乎全是坡耕地。年复一年地耕

种，好粮种不出，次粮难养家。

靠山山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生产方

式落后的年代里，产量低下，品质不优，一

年到头收成不能解决温饱，包括方沟村在

内的部分群众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加之城

镇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转移，坡耕地撂荒现

象严重，村庄日渐没落，就连曾经的红薯

种植大镇鸦岭镇也“在劫难逃”，红薯种植

面积锐减，人们“离开了红薯照样能活”。

在继承中发展

随着土地税减免、农电网改造、“村村

通”实施、“三网进村”等政策的落地生根，

特别是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大量乡贤回乡

创业，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人才、资金、

项目、技术、智力等资源的全方位回归，沉

睡的土地再次被唤醒，红薯再次“登上舞

台”，这一次它不再是人们的主食，而是健

康食品。

而在方沟村，村里通过“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发展富硒红薯产业，过去的

“救命薯、饥荒薯”摇身变成“致富薯、振兴

薯”，走入城市千家万户，方沟村人过上了

“薯进甘来”的好日子。

高山镇谷瑶村的叶俊超、吴晓艳夫

妇，2011年回村流转土地100多亩种植

辣椒，2013年改种红薯300亩，目前已带

动群众发展红薯种植面积4000多亩，农

忙时节能吸纳100多人就业，成为远近闻

名的“红薯王”。

鸦岭镇的薯乡薯业科创园，先后引进

了“烟薯25”“普薯32”等新品种，培育了

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了两个千亩

岭上硒薯种植示范方，发展脱毒红薯2.5

万亩，亩均增收5000元。

据了解，伊川在做大做强做优鲜薯产

业的同时，还谋划硒薯深加工产业，高标

准打造了万亩核心种植区和现代农业产

业园，配套建设了农业主题公园、科技研

发中心、深加工中心、红薯产业小镇等项

目；投资的富硒红薯食品产业园，可智能

储藏鲜薯500万斤、年产1000吨红薯酸

辣粉、年产500吨薯条薯片。

近年来，伊川按照“西岭以红薯产业

发展为主”的发展思路，抓住西岭土壤富

硒优势，发展红薯种植10万亩，依托河南

科技大学的优势，引进新品种，使红薯种

植这一传统种植业“脱胎换骨”，实现红薯

产业跨越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好地种好薯。2018年3月，河南地质

部门勘察发现，在伊川县鸦岭、平等、鸣

皋、葛寨等乡（镇）分布着6条富硒土壤富

集带，富硒耕地40万亩。据不完全统计，

伊川县域82万亩耕地中，有超过50万亩

的富硒耕地。

伊川县紧紧抓住洛阳市委“把实施富

硒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重

大专项，推进全市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一利好政策，确立了“富硒小米+富硒红

薯”的产业发展路径。

今年，伊川县与河南省水投集团、洛

阳农发集团合作，计划投资3亿元，在鸦

岭镇高标准打造1万亩的岭上硒薯数字

化农业示范方，配套建设红薯博物馆、农

业主题公园、科技研发中心、深加工中心、

红薯产业小镇等一系列产业融合项目，打

造红薯产业全产业链。

来到伊川县红薯产业园，处处能感受

到科技的力量。脱毒薯苗、双层覆膜、富

硒栽培和智能保鲜等技术保驾护航，伊川

红薯实现了3月栽植，7月上市。

在10月 10日的会议上，伊川再得

“三金”：全国甘薯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与伊

川县人民政府签订甘薯产业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岭上西薯”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甘薯产业技术体系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伊

川）揭牌，三大利好开启了伊川红薯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据了解，2021年，伊川全县种植春薯

5.5万亩、夏薯5万亩，带动农民增收2.6

亿元以上。明年，该县的目标是：建设40

万亩50个富硒种养基地、1个富硒产业园

区，产值30亿元。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伊川县委

书记李新红表示，依托富硒资源禀赋和种

植基础，以富硒谷子和富硒红薯为重点的

“2+N”富硒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伊川将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示范带动、分步

实施的原则，努力推动富硒产业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擦亮中原地区富硒产业

核心区金字招牌，努力打造农业方面“重

振洛阳辉煌”的伊川样板。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吴
会菊 文/图）10月10日上午，首届中

原大虎岭体育文化节在汝阳县陶营

镇体育休闲小镇开幕。

开幕式上播放了首届中原大虎岭

体育文化节宣传片，汝阳籍运动员、东

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

冠军鲍珊菊特地录制视频致贺词。

当日，徒步穿越大虎岭比赛启

动。陶营镇体育休闲小镇建成徒步

道35公里，针对不同群体，分为青铜

体验道、白银大众道、黄金精品道、王

者挑战道。本次比赛赛道为黄金精

品道，长约9公里，参赛队员分为4组

进行比赛。

据了解，陶营镇体育休闲小镇的

核心区位于该镇上坡村，是徒步穿

越、自行车、马拉松、游泳、球类等13

项体育赛事项目的集聚地。建设体

育休闲小镇，举办首届中原大虎岭体

育文化节，是该县落实洛阳市委、市

政府关于南部四县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以富民为导向，以生态保护为前

提，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有力抓

手的成果之一。

首届中原大虎岭体育文化节的举

办，既为广大群众感受体育的激情与

魅力、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提供了机会，

也为提升汝阳形象、扩大交流合作搭

建了平台，也必将为汝阳文化旅游事

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使汝阳

乡村旅游业态更加丰富，让“酒祖圣地

山水汝阳”旅游品牌更加亮丽。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世光王博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洛阳市嵩县伊

河田湖镇段的河道内陆浑大桥附近出

现一片罕见的石头，这些露出河面的

“奇石”面积宽约80米、长约700米，石

头呈浅红色，带有浅灰色圆斑，表面是

参差不齐的沟壑，引来群众和游客观赏

拍照。

“你看这些石头怪不怪，俺家在河

边住了几十年，从来都没见过。”71岁的

田湖镇铺沟村村民齐春菊看着这些“奇

石”，和其他人一样倍感新奇。

“从桥这边到下游4000米左右，

水面水下都是这样的石头，这种石头

的出现，与近期强降雨和近年来修建

河堤有一定关系。”田湖镇副镇长秦

鹏介绍，自2017年开始，河道两侧修

建了河堤，加上今年7月以来伊河遭

遇洪水，从8月下旬开始，陆浑水库开

闸泄洪，这些因素叠加，使此处河道

的流量更大、流速更快，从而将河底

的淤泥和沙石都冲走了，河水退去

后，河底比从前低一米多，“奇石”才

显露出来。

为啥会出现这一独特地貌？河

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梁天佑释疑道，

这片石头是古伊河的老河床，

石头表面的沟壑是被河水常

年冲刷、侵蚀后形成的。

据了解，接下来，嵩县

将把该地质遗址作为世界地

质公园嵩县园区的一部分，围

绕“生态+文化+旅游+研学”融

合高质量发展模式，加强保护，加

快开发，打造成一个集休闲、旅游、

研学于一体的综合体验观光园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在龙门石窟

景区，两台娇憨可人、涂装生动的无人驾

驶车在龙门景区跑了起来，带领体验者

“尝鲜”一场奇妙的古今穿越之旅，领略

了景区传统画卷与数字科技完美结合的

新景观。体验者纷纷赞叹，原来传统文

化景区也可以这样“潮”！

今年7月13日，洛阳龙门文创院和

中国联通文创院同时挂牌成立，开始启

动龙门·联通5G无人驾驶车项目。9月

9日，洛阳龙门、中国联通“5G+文创”项

目签约。9月24日，龙门·联通无人驾驶

车在龙门园区开始试跑，全省率先实现

了5G技术在景区的应用落地。

9月30日，龙门·联通5G无人驾驶

车正式投入试运营，在龙门园区东北服

务区至西北服务区之间运行。途经站

点：东北服务区站、大石门站、龙门古街

站，线路单程3公里。

龙门·联通5G无人驾驶车采用联通

自研的L4自动驾驶功能水平的无人驾

驶车，整车载客12人，具备国内最先进

的“5G通信技术+深度学习的视觉识别

感知技术+新一代激光雷达感知技术+

激光/视觉SLAM技术”。

此次无人驾驶车落地龙门，是龙门

园区贯彻河南省委数字化转型战略、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相关要求，在加强深度

谋划、放大视野、明确定位，以运营思维

把业态谋准谋实，把独特的石窟寺文化

转化为更多可运营的发展资源，为龙门

园区推进思想变革、强化市场运营，加快

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招商提供了新方向

和实施样板。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笑
菊杨慧怡）“针头从胳膊拔出，看着那一

袋血，我终于确认，我这个‘00后’为拯

救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做出了最大努力，

希望患儿能够康复，获得健康生活。”这

是洛阳市洛宁县的大学生程一杰对一位

一岁患白血病的儿童写下的祝福。

今年20岁的程一杰来自洛宁县，是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计算机专业的一名大

学生。

“2020年登记入库，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到如今完成捐献，不到

一年，便实现了自己助人的梦想，感到很

幸运、很开心！”程一杰说，去年暑假，自己

在网上看到爱心人士捐献造血干细胞帮

助患者顺利康复时，深受触动。心想自己

的干细胞如果也可以帮助到别人，那该是

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恰逢洛宁红十字

会正在宣传相关方面的知识，他便主动报

名成为一名志愿者，采集血样，登记资料

入库，程一杰意志坚定。

得知自己与一名患儿成功匹配后，

程一杰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父母，在

看到他们脸上略显担忧的神情时，程一

杰便将自己在网上学到的专业知识细细

讲述，同时还列举了好几个成功的案例，

以打消父母的顾虑。

“希望患儿顺利康复，继续感受多姿

多彩的人间。”程一杰表示，除了中华骨

髓库，他还填写了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越来越有担当，做更

多有意义的事。同时也呼吁更多的人可

以加入爱心救助的大家庭。

据悉，程一杰是洛阳市首个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00后”，也是洛阳市第

36例成功捐献者。

伊川县“岭上西薯”开启品牌化新征程

洛阳游玩

嵩县伊河段
首现“地质奇观”

汝阳县 首届中原大虎岭体育文化节开幕

龙门园区

无人驾驶车跑出文旅文创融合新境界

李宏涛
乡村振兴路上的“逐梦人”

洛宁大学生程一杰捐献造血干细胞

成功挽救一名儿童生命

首届中原大虎岭体育文化节现场

“奇石”引来众多游客 王博摄

“岭上西薯”

伊川“岭上西薯”红薯品牌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