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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韩心泽冯

俊超）春季来临，登封市一年一度的全民义务

植树潮热度不减。目前，郑州市给登封下达

的“两高一快”生态廊道绿化和林业生态建设

新造林任务已完成95%，预计到3月底可新

增造林面积1.4万亩。

记者从该市林业局了解到，登封把“植

树、存水”作为长期发展战略。近年来，该

市更以全域绿化力推全域旅游，2000年以

来，累计义务植树4048.8万株，建设义务植

树 基 地 82 个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4.32%。

围绕建设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总目

标，登封提出“进入登封就进入了景区，进入

了森林”的生态文明建设大理念。2011年，

该市启动实施了建设生态田园城市发展规

划，部署了建设“森林城市、美丽登封”具体

任务。2013年，登封市又将生态体系建设

列为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六大体

系”之一，依托嵩山森林生态和人文生态优

势，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和森林“绿色文

化”。登封市全域已形成嵩山森林观光与休

闲养生生态旅游区、大熊山休闲度假生态旅

游区、香山中原风情生态旅游区三大森林生

态旅游区域。该市以文化创意激活森林旅

游、生态旅游的更新升级，形成了以嵩山为

引领，以音乐大典、禅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生态旅游品牌。

2014年，全市接待中外游客首次突破

1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2亿元。登封市

旅游局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在登封，太室

山、少室山、大熊山等森林公园游客逐年增

多，文化旅游正大步挺向“全域旅游·5A登

封”的新境界。

登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郑凤鸣介绍，

登封下一步将按照“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

建设产业化”的理念，沿着“标准化建园、规

模化发展、良种化栽植和科学化管理”的思

路，全力推进生态林业、民生林业、智慧林

业建设。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勤玲张红

卫）“去年，我这30亩地采取早西瓜、晚西瓜、

玉米、晚豆角套作试验，早西瓜收入9万元，

晚西瓜收入10万元，玉米收入4万元，晚豆角

收入2万元，实现了一年四收，亩均收入8000

多元。”3月18日，汝南县板店乡仲庄村“勇辉

种植合作社”负责人仲二勇兴高采烈地向大

家“晒”起了收入账。

仲二勇6年前就开始流转土地发展特

色农业种植，目前已流转土地180亩，主要

种植小麦、西瓜、花生和红薯。为提高土

地收益，他去年开始搞起了套作种植试

验，亩均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有规模才能

有效益，今年，他又选择60多亩地势平坦、

熟土层肥厚、排灌方便的地块继续套作种

植。

目前，在汝南县像仲二勇这样懂得种植、

养殖技术、创业有成的“土专家”有1000多

名，他们挑起经济发展“大梁”，成为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的致富排头兵。

近年来，汝南县把培养“土专家”、“田秀

才”等乡土人才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头戏，结合汝南农业发展

实际，以日光温棚蔬菜种植要点、病虫害防

治、食用菌栽培技术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

展科技培训活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载

体，播放科学种植、养殖等内容的视频，对一

些务农青年、返乡农民工、种养大户进行重

点培养，全县已涌现“土专家”、“田秀才”等

技术型农民1000多名。这些乡村“土专家”

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发展特色种植、养殖。

他们身居农村，了解农事，在生产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示范引领，带动成千

上万的农民发家致富，成为领跑农村经济发

展的带头人。

今年39岁的叶晓娜家住鲁山

县辛集乡程西村，18岁起她先后在

洛阳、平顶山、北京、广州等地打

工。2008年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

策感召下，叶晓娜回乡创业，投资

创办了肉驴养殖公司。7年来，她

的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她个人

获得了“河南省城乡妇女工作先进

个人”“平顶山市农村青年创业致

富带头人”等多个荣誉称号。

看准市场把握商机

叶晓娜选择养驴业并不是偶

然的。程西村很早就有养驴的习

惯，村里的驴肉在周边比较有名

气。十几年前，在程西村有两家经

营驴肉的商户，生意不错，每逢过

年过节买驴肉的更是排成队。这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就

萌发了养驴的想法，但因为没有资

金，想法始终只能停留在她的脑海

中。

在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她边

工作边关注与养驴有关的信息。

经过长期调查，她发现驴易饲养、

成本低、疾病少、风险小，而且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驴的食用、

药用价值越来越大，很有市场前

景。

在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

2008年，她毅然放弃了多年打拼

的事业，筹资200余万元，在程西

村创办了一座占地20多亩、养殖

规模400余头的肉驴养殖园区。

立志创业甘苦自知

创业之初，她和丈夫、父亲先

后辗转河北、山东、内蒙古、陕西、

甘肃等地考察，风餐露宿，饿了啃

口方便面，渴了喝口矿泉水。有时

为节省费用，父亲坐卧铺，她和丈

夫就坐硬座。

公司刚成立时，她和丈夫每天

吃住在公司。2009年的冬天天气

非常寒冷，她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女

吃住在公司，儿子不说话只是一个

劲儿地哭，女儿连声央求回家。因

为太忙，她忍痛将不到两周岁的儿

女送到县城周托。每每想起这些，

叶晓娜总是觉得很心酸。以前靠

打工家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许

多亲朋好友对她辛苦受累去养驴

很不理解，说她“放着自在不自

在”。

叶晓娜告诉记者：“因为她心

中总有一个信念——养驴是她的

事业，她要为之奋斗，再艰苦都值

得，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换取明

天更加的幸福！”

科学养殖规模经营

为了提高养驴的综合效益，

她聘请来有养殖经验的员工，通

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驴肉品质和

药用价值。与此同时，还与山东

东阿阿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取

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实践

中，她的公司摸索出了一整套科

学饲养方法，防病率、成活率达到

100%。

为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她的

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大力培植示范户、示范村，

引导带动农户走规模化养殖之

路。目前，已发展养殖户50多户，

主要分布于鲁山县的辛集、马楼和

宝丰县的杨庄等乡镇。这些农户

少则饲养三五头，多则数十头，年

收益在5000元至数万元不等。公

司的不断壮大，有力地带动了群众

增收。他们每年从周边村子收购1

万多亩的秸秆，既增加了乡邻收

入，也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缓解

了秸秆禁烧的压力。

我们许堂村现在有860多口人，1100

亩地，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算是当地的

富裕村了。但你不知道，我们村原来是比

较穷的村。我村一共230多户人家，但有

21个姓氏，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村的村

民多是以前困难时期流落过来的，大家伙

儿抱着团讨生活。我们以前穷，就想过上

好日子，村干部就得要完成这个愿望，这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地少，就要在效益上打主意。自

打种葡萄开始，村里就统一了意见，大家

有劲一块使，就赚葡萄钱了。修路、架电、

打井，有活大家干，这事就是这样干成的。

说实话，农民不怕种经济作物，就怕

难卖。要是找不到销路，一年的心血就得

扔地里。为这个事，我们村干部组织年轻

人多学习，多出去看看，还利用网络找市

场。那些年真是没少受罪。现在好了，都

是老客户，葡萄还没熟就开始电话联系，

约好时间来看果、定价。村干部充当免费

中介，帮不同的客户找不同的果，最后是

皆大欢喜。

村干部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

好干。咋说呢？要是把心放在“正当门”，

就是放中间，有公心，那事就好办。俺们

村里发展葡萄了，那村干部就得多琢磨葡

萄的事，把心操在群众前边，多想一步，为

他们多创收益，你说工作还能难干不？我

们刚种葡萄的时候，也就几个品种，要熟

一起熟，卖果的时候竞争大。我们就出去

学习，引进不同成熟时间的品种，现在有

20多个品种了，早、中、晚熟都有，时间相

差一个多月，群众的收益也提高了。

你来的时候应当看到了，路边葡萄园

里都是剪枝的人，别看这葡萄枝，我们卖

给人家育苗，一斤4毛钱，就这一样，一年

一亩地卖好几百块钱。

现在，我们有一个葡萄酒厂了，全是

传统方法制作的，去年销售近20吨。下一

步，我们还要建一个冷库，再建一个酒

厂。资金已经到位，就差选地方了。这样

发展，把葡萄的价值全利用上，村民在家

就能挣钱了。大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

们脸上有光，心里高兴，我们的责任也就

完成了。

（睢县尤吉屯乡许堂村党支部书记余

方红口述 本报记者侯博实习生杨风整

理）

我是党员，群众选出的信得过的人就要

有所担当，村上发展有好的变化了，咱心里

才踏实，心里才高兴。

我自1994年担任西丰村党支部书记20

多年来，我们村分步骤实施旧村改造，先后

投资650万元，打通了六米宽以上的主街道

18条，硬化8万平方米，绿化9000平方米，安

装路灯150盏，修地下排污水沟3500米，彻

底改变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难问题；投

资400万元，新建了学校，使本村及周边村庄

学生能够就近上学；投资30万元新建了标准

村级卫生所，解决了村民看病难问题；投资

65万元，拓宽硬化了长1200米、宽16米的入

村大道，路两侧绿化4000平方米；投资35万

元对村内老剧院进行了整体改造，建成了面

积达1000平方米的集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于

一体的文化活动中心；投资10万元对原有东

庙进行了改造，建成了集电化教育、图书阅

览、棋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活动大院；投资

150万元，新修节水型渠道6000米，解决了农

业灌溉用水困难，提高了灌溉的效率；投资

100余万元，对入村路与东南公路交叉口环

境进行了综合治理，并兴建了工艺精湛的古

典式牌坊，进一步展现了西丰人的精神面

貌。

2014 年，我们村委会多方筹资 1000 万

元，实现了自来水、天然气进村入户，同时完

成了高低压线路整改工程；每年村集体还拿

出5万余元，为村贫困户、贫困党员、70岁以

上老年人发放慰问品、慰问金。

为带领村民致富解决村里就业问题，我

领办了一个企业，由于经营得法，已累计向

国家缴纳税金近千万元。同时，在公益事业

捐助上，我也是慷慨解囊，带头捐助，几年

来，我先后在马家岩水库、村里学校建设、道

路建设、扶贫济困、汶川地震、入村牌坊建

设、慈善慰问等公益性活动中累计捐献20余

万元。

近年来，西丰村先后被授予“省级文明

村”、“省级模范村委会”、“省级五好村党支部”

等一大批省、市级荣誉称号，我也多次被评为

“安阳市劳模”、“双强村党支部书记”等。

今年，我将带领一班人把更多精力放到

全村的公益事业上来，想群众所想，急群众

所急，为建设美丽西丰倾心尽力。

（林州市姚村镇西丰村党支部书记郭红

拴口述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周现军整

理）

每年的正月底是伊川县鸣

皋镇邢庄村传统的古刹大会。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邢庄村

每年都要请名剧团为群众送上

文化大餐。今年，邢庄村“两

委”从洛阳请来了著名曲剧表

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天

方为乡亲们演唱助兴。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葛高远谷红艳摄

余方红，1971年出生，先后
担任睢县尤吉屯乡许堂村村主
任、村党支部书记。许堂村先后
获评“河南省造林绿化百佳村”、
“河南省民主法制示范村”、“商
丘市卫生村”等称号。

睢县尤吉屯乡许堂村党支部书记余方红：

村干部有公心事就好办

人物档案

林州市姚村镇西丰村党支部书记郭红拴：

群众信得过的人就要有所担当

郭红拴，出生于1965年9月16
日，大专文化程度，1987年参加工作，
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林州
市姚村镇西丰村人，现任林州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姚村镇西丰村党支部书
记、林州市金龙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物档案

登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大理念：

进入登封就进入了森林
2000年以来，累计义务植树4048.8万株，建设义务植树基地82个，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4.32%

汝南县唱好乡土人才培养重头戏

千余名“土专家”领跑农村经济

请“名角”
为村民唱大戏

鲁山县农家女叶晓娜

“放着自在不自在”
回乡养驴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韩江法郭琳

兰阁，姓柳，37岁，是杞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一名民警。去年10

月，柳兰阁响应全省公安机关“一

村一警”活动号召，来到葛岗镇十

里岗村成了一名包村民警。原想

包村工作很轻松，但令她没想到的

是，自从踏进这个村子后，遇到了

一连串儿的“揪心事儿”。

高万堂一家

最让她揪心的是村民高万堂

一家。走访中，兰阁得知高万堂

在40岁时才娶上媳妇，10年前妻

子得了肾病，长期瘫痪在床，一个

月前高万堂又得了脑梗塞，言语

不清，左腿肿得厉害。因为没钱

住院，高万堂在家靠19岁的女儿

照顾，15岁的儿子因为家里无力

负担上学费用也辍学在家。一家

四口靠2亩地的收入和每月198

元的低保生活。走访那天，全村

的医疗保险费都交了，只有他一

家一时拿不出来。柳兰阁翻遍身

上所有的衣兜，把自己的400元钱

搁到高万堂手中：“大哥，我今天

就带这么多，以后再有啥难处，直

接跟我说。”病床上的高万堂感动

得热泪盈眶。

之后每次下村工作，她总是抽

出时间到高万堂家里看看。寒冬

时节，她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

来，为高万堂买来崭新的棉大衣、

棉裤。今年春节前夕，兰阁自费买

了大米、食用油等食品去高家看

望。高万堂的妻子虽然瘫痪在床

说不出话来，但一看到她来，也是

“咿咿啊啊”说个不停。

村小学的10个孩子

让兰阁揪心的还有村小学。

因为距离县城比较近，村里的孩子

大多都到县城上学，村小学仅剩家

庭困难的10名学生。孩子们没有

像样的课外辅导书和学习用品，兰

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县城后

直奔新华书店买了10套辅导材

料、课外书籍等学习用品送给孩子

们。看到校园围墙塌了，兰阁赶紧

和村干部商量维修的事儿，并与村

里干部、群众一起动手将院墙修缮

一新。事后，校长闫玉霞深有感触

地说：“没想到这个包村民警对孩

子们这样上心。”

张晓曼的户口

去年11月，村民张晓曼的户

口一事同样让兰阁揪心了一阵

子。18岁的晓曼在开封市读高

中，快高考报名了发现户口被注

销了，一家人焦急万分。原来张

晓曼一直在开封上学，母亲去世

早，父亲张兵战经常在外打工，一

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葛岗派

出所就按照规定注销了张晓曼的

户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兰阁

立即准备齐了相关材料进行上

报，很快为张晓曼办好了户口。

后来，又几经周折，帮张晓曼办理

了独生子女证。“多亏了兰阁，一

下子为我家办了两件大事，我和

闺女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她。”张兵

战逢人便说。

兰阁遇到的揪心事儿还有很

多，邻里纠纷、宅基地矛盾，等

等。虽然遇到不少“揪心事儿”，

但兰阁每办好一件，心里就开心

很多。如今在十里岗村，提及柳

兰阁，乡亲们总是赞不绝口，但面

对日益融洽的警民关系，兰阁的

心里仍很沉重：“哎，我个人的力

量太小了，家庭也不是太富裕，像

高万堂的妻子常年躺在屋里，到

院里晒个太阳都很困难，能有个

轮椅就好了。”

提及村里的事儿，兰阁又开始

揪心了。

包村民警
兰阁的“揪心事儿”

兰阁说：“哎，我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家庭也不是太富裕，像高万堂的
妻子常年躺在屋里，到院里晒个太阳都很困难，能有个轮椅就好了。”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董伦峰通讯员时广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