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底六大主题场馆基本完工场馆进度

大宋风情黄河文化现代农业融合的嘉年华场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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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态质量的指示性物种，白鹭的迁徙轨迹可以最

直观地反映出河西村生态环境的改善。然而，把生态搞好

只是发展文旅的第一步。现如今，山清水秀的村子不少，

但给人们的旅游体验却总是千村一面。

要想从同质化严重的乡村旅游市场脱颖而出，必须打

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河西村通过发掘自身优势，将

文旅开发的重点放在白鹭、传统民俗等特色资源上，既保

留了原有风貌，又与其他村子有所区别。相信，随着村民

们陆续返乡创业就业、建设家园，一定能将特色文旅发展

壮大，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靠山”。③6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汝阳县城关镇河西村，地处伏牛山支脉大虎岭腹
地，三面环山，有耕地1800亩，林坡面积580亩，2013
年被确定为贫困村。全村共536户2105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71户270人。2018年该村脱贫摘帽。

原先产业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结构单一，群众
增收困难。2017年以来，河西村加强路网建设，引进
浴盐加工扶贫车间；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利用生
态优势发展特色旅游，乡村发展迎来新机遇。③6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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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8月 12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主题是“庆丰收、迎小康”，我省将
推出“1+4+N”系列活动。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从
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9月 22
日）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将充分
展示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整体消灭绝
对贫困的制度优势、中华农耕文明传承
的无限活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景。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坚持农
民主体、因地制宜，活动总体安排为“1+
4+N”，即1个主会场活动，4个分会场活
动，N个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开封市
祥符区西姜寨乡西姜寨村，分会场设在
平顶山市叶县、鹤壁市淇县、南阳市西峡
县和信阳市罗山县。“N”个系列活动由各
地和有关单位结合实际开展。同时，我
省将积极参加黄河流域 9省区联动“庆
丰收、迎小康”系列活动。

9月 22日，我省主会场活动将在西
姜寨村举行，现场拟设置农业嘉年华展、
名特优新农产品展、扶贫成果展等五大
展区，同时将举行开幕式、河南省高素质
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并为获奖者颁奖、“丰
收鼓”雕塑揭幕式、丰收大直播、金秋乡
土游等十大主题活动。

全省 4个分会场活动，将于 9月 22
日开展。其中叶县分会场，将组织开展
2020年度“十佳农民”评选活动，举办农
民丰收节晚会、名优特农产品展、丰收采
摘节等活动；淇县分会场将开展农耕文
化展示、农业新产品成果展、农特产品电
商展等活动；西峡分会场将举行猕猴桃
采摘大赛及猕猴桃丰收文化展、农民趣
味运动会等活动；罗山分会场将举行全
县十佳农业技术能手评选颁奖、优质农
产品展销、农民趣味运动会等。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昊 祁道鹏

暮夏时分，地处伏牛山北麓、洛峪河西
岸的汝阳县城关镇河西村草木葱茏。8月
11日午后，熏风渐起，杨树林下一群孩子
玩得正酣，忽见树影婆娑、黑影乍现，三五
只鸟腾空而起。那鸟身形灵动、周身雪白，
长长的喙和脚泛着青色，在空中舞作一团
银光，煞是好看。

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张聚才指着落在河
边浅滩觅食的鸟，笑着说：“这些白鹭可是

‘贵客’。以前不到100只，现在有一两千
只哩！”说着又走向岸边，“喏，光那棵树上
就挂着三四个巢。”

山如屏，水如练，白鹭于飞戏翩跹，好
一幅恬淡静雅的乡村生态画卷。

但在 5年前，村里还是另一副光景。
“那时不少人在河边倒垃圾、洗农药喷头，
还有人图省事把污水排河里，河水腥臭。”
村民李亮家住河对岸，回想当年情景，他眉
头紧锁，“为了拦住那味儿，家里窗户一年
到头没咋开过。”

原本清澈的洛峪河成了人人掩鼻的
“臭水沟”，每年春天都来“赴约”的白鹭也
不辞而别，一连几年未曾出现。

白鹭尚可“另谋去处”，村民却难离故
土。

家住深山的孙占宾有 3个孩子，吃水
都要借牛车跑二里地到河边拉，河水变质
后急得直跺脚。

“不能让子孙后代生活在臭水沟旁边！”
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从2017年起，河西

村连续两年共投入扶贫资金370万元，疏浚
河道2.5公里，新建绿地、护坡3公顷，栽种
林木花卉近万株，为河岸穿上“新衣”。

村“两委”还从村集体收入中划拨一部
分，安排十几个贫困户定期巡河，打捞河里
垃圾。“活不多，每个月干5次，一年增收两
三千元，还不影响农活。”准备出发巡河的
段红岩说。

如今的洛峪河河西村段，河中央，睡莲
亭亭玉立，河滩上，白杨猎猎柳青青，月菊、
百日红争奇斗艳。

“睡莲能清洁水质，林木能涵养水源。
河水清了，鱼虾多了，生态好了，白鹭也回
来了。”张聚才乐滋滋地说。

“白鹭一来，我们发展乡村旅游更有底
气。”驻村第一书记郭俊峰说，这些天老有
人来村里拍白鹭，县里一家广告公司还打
算在这里建摄影基地。除了民俗体验、生
态美景，村里正建的小杜沟民俗旅游景区
又添了一张“王牌”。

归来的不只白鹭，还有外出打工的村
民。山清水秀的村景和日渐火热的生态
游，吸引他们纷纷“回巢”创业。

段杰娃在外打工多年，去年回村搞起
了农家乐。“小院从翻新到开张不到一个
月，每月入账3000多元。”段杰娃说，多亏
村“两委”帮忙联系无息贷款、技能培训，才
能这么快上手。

“村里不少人动了心思，像老段这样的
还有七八家。下半年小杜沟民俗旅游景区
对外开放，肯定能带动更多村民吃上生态
饭！”说起未来，张聚才信心满满。③6

庆丰收、迎小康，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我省将推出“1+4+N”系列活动

紧锣密鼓迎“丰收”
——探访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

8月11日，河西村村民在“白鹭家园”文化广场休闲娱乐。⑨3 李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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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距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还有40天。11日，记者走进我省的主会场
所在地——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开封农业嘉年华，探访节庆筹备和场馆建设情况。

日头高照，走不了几步就是一身
汗，衣服湿半截。嘉年华大门、农业奥
特莱斯、建业大食堂、各主题场馆建设
现场，各类机械齐全，工人在紧张忙碌，
抢赶工期。

今年丰收节主题是“庆丰收、迎小
康”。日前，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
各地深刻认识今年丰收节的特殊重要
性，充分展示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整
体消灭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中华农耕
文明传承的无限活力、乡村全面振兴的
光明前景。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的开封农业
嘉年华项目，以宋朝农业文化为主线，
结合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等向人们展示
极具地域特色的农耕文明，打造的是以
高科技展示、农业观光旅游、研学基地
于一体的现代都市农业样板。

走进蔬汇高科、汴州粮仓、花开盛
世、扶正本草、果趣农乐、汴都水韵等6
大主题场馆，工人们正在施工、布局。
这些场馆都是本届节庆活动的亮点，虽
然还没完成馆内建设，但随着工作人员
的介绍，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

蔬汇高科馆，以蔬菜科技为载体，
引入“科技引领、文化融合、幸福生活”
的理念，以宋代蔬菜品种等相关文化为
脉络，结合互动体验活动，带动休闲旅
游，拓展产业不同环节的价值增值；

扶正本草馆，以传统医学与现代医
学为文化主线，结合中医药治未病理
论，以河南道地药材为特色，融入中医
药生产、加工、保健等内容，通过中医药
栽培和体验活动将中医药情景化、生活
化，进而展示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

“因为疫情，工期受了一定影响，
现在我们是加班加点往前赶。”项目设
计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按照目前的
进度，六大主题场馆、园区、大门等到
这个月 25日就能基本完工，初步实现
预期效果。

“现在我们是集全市、全区、全乡
之力，争分夺秒推进场馆建设和节庆
筹备，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场现代化、
高科技的丰收节日活动，让大家都看
到中原农业大省丰收的新气象。”西
姜寨乡党委副书记、项目总统筹门英
说。

据门英介绍，工期最为紧张的是
开封市农业嘉年华项目的重要配套
——建业大食堂和农业奥特莱斯，特
别是建业大食堂，现在工人是三班倒，
24小时施工。

“现在已不是按天倒排工期，而
是按小时来排，9月 10日外部施工将

全部完成，随后内部装修、布展等迅
速展开，确保丰收节前投入使用。”门
英说。

据悉，本届丰收节除开幕式丰富
多彩的表演外，还有河南省高素质农
民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丰收节论
坛、汴梁文化秀、金秋乡土游、精品民
宿游、汴梁草原游、轰趴馆、食坊一条
街等多种活动。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本届丰收
节还将开展农产品促销活动。线上依
托阿里巴巴、京东等平台，全面开展涉
农、惠农产品营销推广，线下则组织全
省、特别是沿黄八市商家参加展销活
动，通过农产品直播促销等方式助力
脱贫攻坚，让丰收节更丰收。

届时，电视直播、网络直播、短视
频、图文推文、宣传海报、直播带货、社
群团购等将互动呈现丰收的喜悦、节
日的喜庆。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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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是什么

1个主会场活动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西姜寨村

4个分会场活动
平顶山市叶县 鹤壁市淇县
南阳市西峡县 信阳市罗山县

N个系列活动
由各地和有关单位结合实际开展

□朱庭延

8 月 11 日，比亚迪与中国皮划艇协会在

深圳签约，成为“龙舟入奥战略合作伙伴”，双

方将在推动龙舟进入奥运会和设计研发“竞

技型龙舟”等诸多领域展开专业深度合作。

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席刘爱杰，雅典和北京奥

运会男子双人划艇世界冠军孟关良、杨文军，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等

出席了签约仪式。

刘爱杰表示，龙舟竞赛这一传统体育运

动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承，更蕴含着团结拼

搏、进取向前的体育精神，龙舟运动将在

2020东京奥运会上成为表演项目，这意味着

中国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正快步迈向世界最高

舞台。此次与比亚迪携手开展“龙舟入奥”战

略合作，无疑将为龙舟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

项目注入强劲推动力。

王传福认为，“团结、协作、拼搏、奋进”的

龙舟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体现，比亚

迪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代表，也视推动龙舟

入奥为己任，将传承和弘扬龙舟精神融入产

业报国的梦想与实践，坚持技术创新，展现新

时代下中国品牌不断进取向前的责任与担

当。

在推动龙舟进入奥运会项目上，中国皮

划艇协会受国际划联委托，设计竞技型龙

舟。作为“龙舟入奥战略合作伙伴”，比亚迪

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也将运用到竞技

型龙舟的设计研发中：如搭载在汉车型的

Dragon Face 设计语言，融合了中国龙图腾

与西方功能美学；比亚迪还通过整车空气动

力学优化，使汉的风阻系数低至世界领先的

0.233Cd，这些无疑构建起用户对中国制造的

科技与品质的自信，也为“龙舟入奥”增添了

科技推动力。专业领跑行业，实力成就梦想，

我们相信，以龙舟精神为指引，以科技创新为

驱动，比亚迪必将助力“中国龙”一路向前，让

中华龙舟竞逐世界赛场，早日实现闪耀奥运

舞台的梦想。

推动中国传统体育竞技走进奥运
比亚迪助力“龙舟入奥”

展翅欲飞
的白鹭。⑨3
李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