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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黄红立通讯员董洁

大寒之后，小浪底一直下雪。

2001年，黄河干流上的水控工程小

浪底大坝横空出世，彻底终结了黄河之水

的“喜怒无常”，“小浪底”也像“三门峡”

“葛洲坝”一样，变成了一个地理标志、专

用词条。

“但人们一说起小浪底，想到的往往是

那近300平方公里的浩瀚水面、汹涌而下

的调水调沙场景，甚至想要去黄河北岸的

济源吃喝玩乐，很少有人知道并关注我们

孟津区的小浪底村、小浪底镇。”李欣说。

李欣是孟津区委常委、小浪底镇党委

书记。作为“墩苗”干部，他到小浪底镇工

作仅3个月。之前他的身份更“显赫”：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再

之前，就更牛了：曾经为中国奥运军团主

编过《奥运心理宝典》。

“就河南来说吧，‘红旗渠’‘三门峡’

等是地理标志，又是商标，唯独‘小浪底’

这么个地标至今没有转化为商标。小浪

底镇特色农产品没有聚集，依旧‘散兵游

勇’、各自为战，‘风光经济’也是小打小

闹、发展路径不明晰，乡村振兴抓手不牢、

步履维艰！”

李欣这个外来的博士生导师级“和

尚”，在3个月时间里，对小浪底镇103平

方公里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28个行政村、202个自然村的4.2万人“望

闻问切”，用他的“第三只眼”找到了小浪

底镇的乡村价值，他要让小浪底准确发

声、产生共鸣，要让小浪底飞出欢乐的歌！

南达宿村是小浪底镇距离黄河最远

的村，离黄河直线距离10公里，意外的

是：缺水。

“南边一道岭，北边一道岭，中间

2000多亩地是很适合种庄稼的垆土地，

但一有旱情，完了，啥庄稼都要‘窝脖儿’

旱死！”1月18日下午，正在村头疫情防控

点值班的村党支部书记王联营和村党支

部委员郭新朋看到李欣，再次唠叨起村里

缺水的垆土地。

南达宿村的2000多亩地，只有一眼井。

“这是前些年土地整理项目给我们打

的井，现在主要用于村民吃水。我们当时

很积极，把地埋管都埋下了，可井太少了，

根本裹不住这2000多亩地！”王联营说。

“今年墒情好，你看这麦子长势多

好！”郭新朋从地里捡起一块土，掰给李欣

看，“这垆土，保墒，咱这地出苗一遍水、返

青一遍水、灌浆一遍水，三遍水一浇，亩产

1000斤不是个事！李书记，赶紧弄钱给

我们打井吧！”

得几眼井？

王联营说：“一眼井能管200多亩地，

要是有十眼井，这里就是高产田了！”

井是要打的，灌溉问题一旦解决了，李

欣就要在这里布局发展高效农业：“小浪底

镇有一半面积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这里的耕地、林地、

坡地是小浪底镇的稀缺资源，利用这些资

源发展镇域经济和有效服务发展小浪底

‘风光经济’，是我下来‘墩苗’后要在小浪

底出的第一张牌。”

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出暖得热乎乎的牌。

依托“娘家”资源，李欣在小浪底镇启动

了投资5000万元的研学项目，高效农业推

广服务中心项目、现代乡村产业振兴研究基

地、郑州大学农学院绿色高效农业研究示范

基地等都已经在小浪底镇落地生根。

和南达宿村不一样，寺院坡村眼皮底

下就是黄河，捡块石头扔下去就能听到黄

河“咚”的一声响。

寺院坡村67岁的村民谢向阳正在门

口烧柴火蒸枣花馍。他爱人端出一箅子枣

花馍，一定要让李欣尝尝。老两口第二天

要去县城给孩子们送“年馍”。

1月18日下午4点，谢向阳家斜对面的

宾馆老板马西川“无所事事”。马家的宾馆

能同时供150人用餐、留50人住宿，开了十

几年了，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来人少，生意不

行，不过房子是自己盖的，饭菜是自己做的，

除了劳力没成本，说不上赔钱。

像马西川这样的宾馆，寺院坡村有几

十家，谁家的资产都有几十万上百万块钱，

不但少有外债，全村80%的户还都在城里

给子女买了商品房。

马西川说：“我自己原来就是厨师，儿

子现在也在外面当厨师，节假日一忙，儿子

就赶回来掌勺了！”

小浪底镇一半面积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这里适合做

富民的“风光经济”，提升这块吃喝玩乐的

“风光经济”，需要的是“人头攒动”。要改

变来小浪底旅游的客人“河南游玩”“河北

用餐”的现状，李欣要培育好小浪底镇这第

二张牌，并且出手就是“王炸”。

67岁的明达村村民杨昌泉家的院子

里挂了一排灌肠腊肉，“这一排咸的是给大

女儿家做的，中间这排甜的是给小女儿家

做的，另外的是我和儿子过年要吃的！”

1450口人的明达村有400多处农宅，

“很有想法”的村党支部书记杨瑞安带领村

民把明达村拾掇成了干净整洁的以“中国

红”为基调的别致乡村。

“前几天有人找我，说看上俺村的特色

民居了，让我帮他租一道街，他们要领学生

长年来写生呢！”杨瑞安说。

“这是好事啊！吃住怎么解决、安全

怎么保证、农户怎么增收，你要统筹考

虑！咱们的资源有限，如何让来者乐而

忘返，如何让农户大面积大体量增收，一

定要想透彻！”李欣对杨瑞安说。

明达村有30多个草莓大棚，杨瑞安

的主意：谁来明达村食宿，免费进棚摘草

莓吃！草莓鲜，这引人的招儿也够鲜的！

小浪底镇有200多家农家乐，能同

时留5000人食宿，有自然景观、红色景

点、水上娱乐、特色农产品、个性研学等，

李欣希望靠“来孟津耍吧”这样的文旅产

业，彻底激活小浪底镇乡村振兴的因子。

从小浪底库区移民到现址的小浪底

村矗立个硕大的厂房。

李欣说，小浪底镇刚刚完成了“小浪

底”商标注册，以后，小浪底镇将把周边的

特色农产品都积聚在这里，发送到“五湖

四海”的小浪底特色产品都将使用“小浪

底”商标，发货地址就是小浪底村。

地标变商标，商标才能变钞票。

沿黄生态廊道南岸主线在孟津境内

有126.64公里长，其中60多公里在小浪

底镇境内。当李欣把2022年春要在沿黄

生态廊道举办全国“轮滑马拉松”的想法

汇报给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时，杨书记

说，他也要学轮滑。

出土的苗必将是春天的歌。

小浪底镇，欣欣向荣。

（栏目联系：搜索15515779057添
加微信“墩墩苗”）

来孟津耍吧！来小浪底耍吧！

路好走吗？

小浪底镇距离孟津中心城区10

分钟车程，距离洛阳城区20分钟车

程，有314省道和小浪底专用线，济洛

高速有出口。

好玩的地方多吗？

十里黄河可泛舟，可看调水调沙，

有古渡口，有漂亮的黄河生态廊道主

线、支线，有国家4A级小浪底景区，有

户外运动主题公园，有4000亩小浪底

森林公园，有班沟聚落遗址，有豫西辛

亥革命纪念馆。

住哪里？

镇域内有窑洞宾馆、休闲木屋、风

情茅草屋、民俗四合院，全镇有农家乐

200多家，能同时留宿5000人。

吃什么？

有黄河大鲤鱼、平乐脯肉、横水卤

肉、铁谢羊肉汤，有草莓、软籽石榴、薄皮

核桃、水晶葡萄。想吃辣的，有天鹰椒。

老家老庄、老院老墙、老屋老房、

老事老样、老物老墓、老爹老娘，在诗

画小浪底，真有你的诗和远方！

来孟津耍吧！来小浪底耍吧！

联系电话：0379-67821188

□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贺洪强常富许

病毒破防而来，国内再次打响疫情阻

击战，黄河北岸的原阳也在2022年年初

的寒冬中迎来第一次大考。

佩戴工卡，测量体温，手部消毒，鞋底

消毒……员工入门上班，严格执行“四部

曲”，新乡市雨轩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雨轩公司）严阵以待。

同雨轩公司一样，70多家充满活力

的食品加工企业，在原阳县产业集聚区的

食品产业园内，如同一个个强大的引擎，

推动着原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企业生产一线就是战“疫”一

线。面对疫情，原阳县委、县政府落实省、市

要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一线工作

法”，选派优秀干部担任首席服务员，帮助食

品加工企业保生产、抢市场、上项目，加大预

制菜创新力度，推动食品加工企业不停工、

不停产，春节期间不打烊、不放假，吸引全国

更多的食品加工项目落户原阳。

疫情防控下，“原阳味道”依旧飘香。

戴着口罩抓生产戴着口罩抓生产
“企业+员工”的自救模式

1月18日晚8点，18辆厢体上印着蓝

绿相间“悦来悦喜”字样的冷藏货车，陆续

从原阳县景明路的河南悦之丰食品有限

公司（下称悦之丰）出发，分赴全省各地市

的“悦来悦喜”便利店。

休闲肉制品加工车间、米糊生产车

间、果蔬车间、坚果炒货加工车间……悦

之丰便利店的三明治、饭团、馒头、寿司等

日日新鲜。

满载一车鲜食，伴着夜色，配送司机

朱永强再次开往郑州市郑东新区，依次到

达负责的30家店，卸货、送货。

1月19日凌晨4点，在悦之丰厂区门

卫处出示“行程卡”“健康码”、24小时核

酸检测报告，以及对车辆、人员严密消毒

后，朱永强将冷链车停到专用停车位，回

到宿舍休息。

“下午去县医院做核酸，等待晚上再

次出发。”朱永强说。他的手机里，电子核

酸检测报告已经有了15份。

身上裹着大大的黑色羽绒服，办公室

主任徐莉娜最近的工作地点多了一个厂区

门口。为确保入户登记、消杀工作万无一

失，悦之丰公司30余名中层人员全部出动，

采取半天轮班制度，辅助厂区门卫值班。

新一轮疫情发生后，原阳县委、县政

府迅速进入迎战状态，一手抓防疫、一手

抓生产，依托“万人助万企”活动，组织项

目首席服务员“现场办公”，针对企业遇到

的生产、销售困难，“一线调研、现场解

决”，同时协调各大医院为冷链车司机和

冷链岗位人员免费做核酸检测，确保企业

的正常生产不受影响。

门岗门卫党员先锋岗、车间班组党员

先锋岗、餐厅党员先锋岗……在河南九豫

全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九豫全），“党员红”

成了疫情防控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色彩。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月23日，记者从

省气象局了解到，截至当日上午8时，淮河以

北大部分地区积雪深度在1~16厘米，济源积

雪深度最大，达16厘米。本轮雨雪天气将持

续至28日。

1月24日，除了豫东、豫南阴天有小雪或

雨夹雪外，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水间歇期。1

月25日到28日，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将再次

登场，其中1月26日到27日是主要降水时

段，降水大多集中在黄河、淮河以南地区。

具体来看，1月25日，西部、南部阴天有

雨夹雪或小雨，其中，西部山区有小雪，东南

部局部有中雨；1月26日，黄河以南阴天，大

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部、西

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全省大部分地区

偏北风4级左右；1月27日，全省阴天，淮河以

南雨夹雪转暴雪，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中

雪，其中南阳、驻马店两地区有大到暴雪，全

省大部分地区东北风4级左右；1月28日白

天，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雪，豫东南部分地区有

中到大雪，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1月28日夜

里到1月29日，全省多云转晴天。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滢滢郭宏伟

“我宣布，偃师公安分局‘三清两建’集

中抓捕行动启动！各行动组出发！”2021

年11月19日晚，随着偃师区副区长，公安

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良一声令下，500余

名民辅警、60余台警车闻令而动，瞄准“三

清两建”违法犯罪实施集中抓捕。

2021年12月2日，偃师区又组织开

展第二次集中行动，深挖扩线、合力攻

坚，以更深、更透、更彻底的打击质效，助

推“三清两建”专项行动纵深开展。

这是洛阳市公安局偃师分局围绕“三

清两建”乡村治理专项行动，对农村地区

突出违法犯罪开展“全环节、全要素、全链

条、全覆盖”集中打击的一个场景。

乡村振兴，根基在治理。“三清两建”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偃师公安分局打击处理

各类违法犯罪人员112人，训诫550余人；

协助清收集体资金2300余万元，收回固定

资产1600余万元；协助清收集体用地

2500余亩、其他用地67000余亩；协助废

止合同900余份，规范合同1100余份；参

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50余起，维护了群

众的合法权益，确保了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受到群众广泛赞誉，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时

代政法力量，形成了法治保障与乡村振兴

同频共振、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铲除“村霸”解民忧

“他们一大家子就是村里的‘毒瘤’，

修路宽窄他们说了算，电线拉线立杆要

他们同意，不听话就打你到服气为止。”

提起王氏四兄弟，偃师区高龙镇辛村村

民、受害者李某义愤填膺。

长期以来，王氏四兄弟及其家族成

员滋扰施工、殴打群众、伤害乡邻、寻衅

滋事，导致辛村多项工作无法开展，面

貌无法改善，群众敢怒不敢言。

朗朗乾坤岂容宵小之辈猖狂！高

龙派出所闻警而动、利剑出鞘。为深

挖证据，民警乔装打扮，深夜挨家挨户

走访、引导、沟通、取证。刚开始，群

众普遍认为“这是走过场，可不敢乱

说”。

“群众被吓怕了！”偃师公安分局决

定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先从王老四突

破，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将其逮捕。

群众看到动真格，纷纷向公安民警

揭露事实真相。经调查，王氏家族团伙

共涉及刑事案件3起、治安案件8起。

2021年11月，公安机关对王氏家族“村

霸”团伙其余7人依法抓捕，全部刑事拘

留，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净化了治安

环境。

依法打击“村霸”，群众对公安铁军

敢打硬仗、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精神

给予好评。偃师公安分局有效解决“村

霸”问题，进一步健全了农村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有了新

提升。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霍鑫 陈
豪）1月21日，河南省多地出现降雪，国网

河南直流公司组织特高压中州换流站、豫

南换流变电站、南阳变电站及灵宝换流站

共计340名运维人员，不间断集中开展站

内设备紫外放电检测工作，预防雪闪、冰

闪风险，保障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河南省气象台和河南电力气象台

预测，1月20日至24日，河南省多地将出

现雨雪冰冻天气，部分地区有大雪、暴

雪，气温持续偏低，全省变电设备面临雨

雪冰冻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多地输电

线路易出现轻度到中度覆冰，线路舞动

概率上升。

1月18日以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先后发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蓝色预

警，启动低温雨雪Ⅳ级应急响应，组织该

公司各部门各单位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

联系，密切跟踪寒潮降温天气变化，从运

行、检修、应急保供等多方面着手，积极

应对雨雪天气，全力做好保暖保供工作。

连日来，国网河南电力按照“保特高

压、保主网架、保重要用户、保民生”的应

急处置总方针，加强电网运行风险管控，

重点强化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运维，组织

人员监测特高压站六氟化硫气体、设备

绝缘油和机构油、换流阀冷却水消防水

等“一气二油三水四箱”设备状态、加热

供暖装置运行情况，雪中、雪后至少各开

展1轮紫外放电检测，预防雪闪、冰闪等

带来的危害。加强覆冰输电线路冰情观

测，重点特巡检查覆冰、舞动风险线路，

及时消除金具受损、导地线断股等，密切

关注线路结冰积雪情况，提前准备融冰

装备，及时采取融冰除雪措施。

目前，国网河南电力已备足应急保

供抢修物资和抢修人员，全省2434支抢

修队伍、2.1 万名三级抢修梯队人员、

3791台抢修车辆和140台应急发电车、

1478台应急发电机已处于待命状态。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向平）

“宝贝，今年妈妈不回家过年了，妈妈想

你。”“妈妈，校长来咱家看我了，还给我带

来了礼物，我可开心啦。”1月23日上午，

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李三庄小学二（1）

班留守儿童宋金月在校长张鹏镍的帮助

下，在家里和母亲进行视频连线。

湛河区在外务工人员大都选择在务

工地过年，留守儿童有1500余名。为

此，该区中小学开展了“教师访千家，陪

你过春节”帮扶活动，组织教师对留守儿

童进行重点呵护，利用微信等平台与家

长进行线上视频家访活动，及时掌握学

生在家学习和生活情况。

湛河区开展网格化摸底排查，对父母

在外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摸底

排查，准确掌握农村留守儿童情况，并建

立信息台账，安排“代理家长”上门开展志

愿服务，送去关爱。还与相关志愿者团体

联合，从解决家庭困难、加强精神抚慰等

方面组团帮扶留守儿童。湛河区检察院

未检科还为留守儿童送上“法治套餐”。

我与乡村共成长③墩墩墩墩墩墩墩墩苗苗苗苗 近来，洛阳市探索实施了以“三清两建”为抓手的乡村治理新实践，即清

资产、清“村霸”、清矛盾，建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强村民自治组织，全面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洛阳市公安局偃师分局根据区

委、区政府整体工作部署，围绕乡村振兴工作思路，切实履行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职责使命，践行“严高快实”局训，主动作为，

扎实推进“三清两建”专项行动，从清“村霸”入手，往实里做、往深里抓，夯实

了乡村治理法治基础。

偃师公安分局

亮剑“三清两建”护航乡村振兴

本轮雨雪天气将持续至28日

小浪底飞出欢乐的歌

疫情防控下的“原阳味道”
——原阳县强力推进食品产业项目建设侧记

来孟津耍吧！来小浪底耍吧！ 启动低温雨雪Ⅳ级应急响应

国网河南电力全力保电

湛河区

就地过年莫发愁“代理家长”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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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劭春（右）和李欣（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董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