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郭书峰）初春雪后，白

茫茫的原野上，一排排天蓝色的温室大棚格

外引人注目。2月25日，汝州市温泉镇连圪

垱村北侧，河南中农富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路全堂，正带着家人和工人在大

棚里摆弄蓝莓苗：“你看，大棚里的温度高，培

育的苗子都长出花骨朵了。”

路全堂是河北邯郸人，2015年下半年跑

了五六个省，才找到了汝州市温泉镇邓禹村

这片适合蓝莓种植的“风水宝地”。2016年

秋冬季节，路全堂流转当地土地110亩，种植

了高端水果蓝莓。2018年蓝莓挂果后，效益

逐年攀升，目前每亩收益达1万元以上。

2019年，汝州市扶贫办与路全堂协商，

利用市场前景看好的蓝莓建立蓝莓扶贫产业

基地。经对邓禹村附近村耕地土壤酸性测

量，基地最终选址在连圪垱村北侧。汝州市

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375万元投资建设，

项目建成后，63座蓝莓种植大棚的生产效益

与该市63个村“结亲”，前三年，每年由河南

中农富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给每个村分

红5500元，第4年至第6年，每个大棚每年分

红7500元，第7年至第10年分红增至9000

元，受益脱贫户达到4779户17878人。

在盆栽蓝莓种植大棚，黑色的可降解塑料

盆里，一株株蓝莓正在发芽。每个大盆的土壤

里都插着4个青色的小夹子，连接4根黑色的管

线，通往地上的黑色管道。路全堂笑着说，这是

从山东引进的国内最先进的自动水肥一体机

“滴箭”系统。这套系统采用手机App一键遥

控整个基地的蓝莓浇水施肥，可以精准到每株

蓝莓每小时滴水1升，施肥可以精准到每小时

以克计算，既节省了人力，又实现了精准管理。

新科技给蓝莓扶贫基地注入了新活力，

蓝莓长势喜人，部分大棚今年即可挂果。据

介绍，该基地从开工建设到投入使用，既实现

了耕地良性流转，每年还给当地村民带来50

多万元的务工收入。

路全堂说，基地里的蓝莓全部进入盛果

期后，每天采摘用工量不低于200人，基地还

将举办赏花节、采摘节等乡村旅游项目，助推

温泉镇文旅产业发展奔小康。

“东景”布局古村落迎来新生

王湾民俗村是陵头镇段子铺村所属的自然

村，地处汝州市西北部山地丘陵区大红寨地质公

园西麓，距离汝州城区15公里，207国道穿村而

过。王湾生态环境优美，村内多古宅、古窑，还有

传说中的不老泉、抗日战场等遗迹，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传统古村落。

韩增群说，进入2020年伊始，陵头镇结合

实际，确立了东景的战略布局，明确了以王湾民

俗村为试点的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在王湾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突出窑洞民宿

建设理念，辐射带动全镇乡村旅游大发展。同

年4月26日，汝州市委书记陈天富带领相关市

直局委负责同志，到陵头镇调研乡村旅游和民

宿建设等工作。陈天富强调指出，发展乡村旅

游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以争创

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发挥王湾古窑洞、

古民居众多的优势，坚持修旧如旧，打造精品特

色民宿项目，把王湾建设成汝州乡村旅游示范

村。

彰显特色开工俩月万人来

王湾民俗村古民居保存较好，有大量的土坯

墙体、斜顶瓦房建筑和120多处窑洞，前院后窑

风格突出，这些建筑融汇了北方民居的硬朗和南

方民居的灵秀，有着较高的观赏开发价值。

结合王湾独特的资源禀赋，2020年年初，陵

头镇党委、镇政府先后7次实地到王湾遍访考量，

带领村“两委”干部多次赴焦作、洛阳等地考察项

目，结合王湾特色，最终决定把王湾打造成特色窑

洞民宿村，通过乡村旅游升级撬动乡村振兴。

为了高标准策划整体项目，陵头镇诚邀琮达

公司聘请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中旅集团参与设

计。设计团队多次实地走访考察，统筹把控王湾

村的山、林、窑、田、水等资源，设计了民宿、非遗

展示、军事拓展训练基地、花海、水系、民俗文化、

夜景亮化等7大旅游板块，绘制了初步策划方

案。多方论证后，完成了王湾项目的顶层设计工

作，为王湾的发展奠定了长远基础。

2020年3月，古韵王湾民俗村项目立项动工，

陵头镇党委、镇政府成立了专项班子分块包干。

为赶工期，当年“五一”前夕，该镇镇长宋晓宇

和几位主要干部盯在现场，修路基、平广场、搭桁

架，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整个“五一”期间，累计

客流量超万人次，已达到一期工程的接待极限。

多方合力古窑老宅见乡愁

运用企业、集体、群众三结合模式，集中打造

精品窑洞民宿项目，是陵头镇启动古韵王湾民俗

村建设的第一步。

陵头镇引来了琮达公司等企业入驻王湾，签

订战略框架协议，将集中收回的窑洞交付给企

业，由企业重点打造经营。建起了怡然居民宿、

哆咪屋、杏花村庄园等项目。段子铺村“两委”牵

头成立了河南段子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集中收

回废弃小院、窑洞并统一打造成精品民宿。村集

体牵头建设停车场，管理收费，增加收入。鼓励

群众自主打造民宿，由公司统一经营。目前清风

寨、状元院等精品小院已正常营业，王湾大礼堂

打造完成，登科云舍、云上文正、耕读小院工程正

在收尾，吊桥正在加紧施工中……三种模式的运

营，实现了企业有收益、集体有收入、群众能致富

的共赢局面。

在汝州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市

水利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林业局等17家职能委局

的全力支持下，陵头镇从水、路、田、林等方面下功

夫，实施引水入村工程，将石磨湾水资源引入村内，

铺设4300多米水网，建设青龙泉、冒泉、天河泉瀑

布、元宝沟瀑布等自然落差景观水系。

在实施美丽乡村提质工程中，实施户厕改造

120户，铺设下水管网1500余米；完成了陵头黄

岭至骑岭东坡段的道路勘察工作，打通了朱沟至

桃花谷的康养环道，桃花谷山顶环线，在景区内

部硬化道路两公里，铺设了沥青，开辟了越野赛

道；高标准规划建设了一个特色美食广场、一个

小商品市场、两个3A级公共卫生间；建设了以粉

黛乱子草、薰衣草、波斯菊等10余种花卉为主的

花海，进一步增加了景区内涵。

寻源洗耳，行走汝北，研读沟壑村落。陵头

镇新近开发的东景区，黄岭、朱寨、段子铺等古老

村落焕发了生机，打造的乡愁记忆让人驻足徜

徉、心生惆怅、流连忘返。今天，这里的一切都在

变。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旧的。新的是人居

环境，旧的是满含乡愁的古窑老宅，槐花、桐花和

飘逸的清香。品味古韵王湾民俗村村民手工制

作的槐花面团，你的眼前，想必会闪现出唐代孟

诜的《食疗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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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感谢何书记，感谢驻村

工作队和第一书记。要不是他们，恐怕我这一辈子

也喝不上自来水！”3月2日，汝州市大峪镇田窑村

脱贫户武贞激动地说出了埋藏心底已久的话。

武贞今年73岁，家中4口人，他身有残疾且患

有慢性病，家庭主要收入靠儿子武松伟外出务工和

发展家庭养殖。

“田窑村老少爷们祖祖辈辈可是受够了缺水的

苦。以前我们村吃水靠水窖存水，天旱时水窖没

水，群众吃水要跑到十几里的镇上拉水，人吃水都

艰难，更别说牲口饮水、浇地了。”说起曾经缺水的

日子，武贞哽咽了。

田窑村有198户702口人，原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72户226人，贫困发生率25.64%，不仅缺水，而

且交通不便。俗话说，“饥不择食，贫不择妻。”因为

缺水，天旱时，田窑人吃水得跑十几里山路肩挑车

拉；因为缺水，村民们多少次看着快吃到嘴里的庄

稼被活活旱死；因为缺水，外村的姑娘都不愿往村

里嫁；因为缺水，田窑村多年来落下了“一大三多”

的不雅名头。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村民们缺水的苦驻村工

作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脱贫攻坚战开始后，

在市脱贫攻坚包村负责人，时任汝州市副市长、总

工会主席姚军柱的关注和驻村工作队的努力下，田

窑村开始实施安全饮水工程。2018年年底投资

129万元，打深水井1眼、铺设管道19654米、建取

水点10个。群众的安全饮水初步得到了保障，村

民们喜的是再也不用跑十几里山路到镇上拉水喝

了。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田窑村贫困户的

收入不断增加，幸福感、满意度也不断提升。2019

年，新任市脱贫攻坚包村负责人，汝州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何长军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

群众想喝上像城里人一样的自来水的心声后，立即

召集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千

方百计满足村民们的心愿。

定了就干。田窑村采取向上级争取一点儿、群

众对一点儿、村里自筹一点儿的办法，投入资金

22.3万元，开始建设引水入户工程。2020年6月，

工程完工，除享受易地扶贫搬迁的32户人家外，田

窑村166户群众全部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

“如今，俺不光用上了自来水，家畜用水和麦

地浇灌问题也解决了。今年春节前后，那么干

旱，我们村的自来水从没断过，现在大家伙儿也

敢养家畜了，我养的40多只羊，一年可增加收入

1万多元，加上孩子打工，年人均收入在两万元以

上。党的政策好啊！打工还享受务工补贴，养羊

还有畜牧奖补，给我安排的还有公益性岗位，感觉

现在真是幸福！”谈及如今的幸福生活，武贞笑得

合不拢嘴。

汝州市温泉镇

63座大棚孕育63个村的小康梦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郭营战通讯员郭书峰）“现在气温回升，

棚里的赤松茸昨天刚摘过，明天早上又可以

摘了，采摘后直接发往郑州、上海等地，每斤

8.5元以上。”技术员孙涛俯身轻轻拨拉了一

下长势喜人的赤松茸，笑着介绍道，一个大棚

占地1.1亩，每年可产鲜菌1万斤，赤松茸吃

着比一般蘑菇口感好、营养价值更高，下一步

还将在村里的扶持下扩大规模。

3月2日，汝州市温泉镇西唐村北，该村

集体经济项目汝州市弘兴菌业种植场大棚

内，一排排田垄上，一个个人工培育的“野生

菌”新品种赤松茸，从厚厚的腐草中“顽强”地

探出头来，格外喜人。

孙涛说，2020年10月，经多方考察，西

唐村“两委”决定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

土地40亩，建设12个温室大棚，聘请专业技

术人员发展赤松茸种植。

“去年10月种上后，经过40天的培育，开

始出第一批菇。”西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孙学仁说，正常情况下，一次播种可以产鲜菇

8茬儿，一直可以持续到今年5月，平均每亩地

产量在5000公斤以上，效益可观，销路很好。

汝州市全面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不仅盘活了村集体资产，也解放了村“两

委”干部的思想，开阔了视野。成功引进赤松

茸种植后，西唐村以此为试点，正在稳步推进

土地流转，发展更多的产业项目。

据了解，今年，西唐村还将进一步流转村南

的1800亩耕地，由村集体统一耕种，发

展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目前正在遴选

作物种类；将村北的200亩樱桃园，逐步

转为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乡村观光

游项目。该村还大力扶持有

能力的村民发展各类小型产

业项目，村民靳党伟、靳党辉

投资建设的10余座大棚种植的香菇已经上市。

孙学仁说，这12个赤松茸温室大棚，不

仅让村民拿到了稳定的土地入股分红，而且

可以在生产旺季来园务工拿工资，这些都是

老百姓实实在在看得到的红利，现在村“两

委”干部都认识到，必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才能让群众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汝州市西唐村

集体产权改革带来满园春色

牛年春节

汝州市陵头镇古韵王湾民俗村爆火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诗文）3月2

日，汝州市风穴路街道组织干部职工和城北社区

村组干部、志愿者120余人，在辖区街头游园、空地

种植苗木200余株。此次栽种苗木为红栌，此树春

季叶片为鲜嫩红色，盛夏呈现绿色，花籽如烟雾，

秋季再次变为深红色。

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建青在现场要求，做好后

期管护工作，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栽一棵活一棵。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 义务植树200余株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宋哲哲）3月3日

上午，汝州市省道241洛驻线市区至湾子段修复

养护工程二期开工典礼在湾子段举行。

该路段修复养护工程全长7.5公里，分两期工

程建设：一期主路面工程已于2020年9月完工通

车，按照二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18米，路面宽

15米；二期工程主要工程量属一期道路两侧非机动

车道和绿化带，预计工期3个月。该路段从汝州“西

大门”往西延伸紧邻村庄，建成后将实现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分流，改善视觉质量，美化路容，净化空气，利

于行车，保障行人安全，对于优化完善汝州市干线公

路路网布局，提升干线公路通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汝州市省道241洛驻线市区至湾子段

修复养护工程二期开工

“没过十五还是年。”在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里，汝州市陵头镇古韵王湾民俗

村再次爆火，形式多样的春节传统活动、非遗项目展演和摩肩接踵、流连忘返的游

人，绘就了古韵悠悠新王湾在新时代征程中，迸发勃勃生机的壮美新画卷。

2月26日，元宵节当天，古韵王湾民俗村更是迎来了牛年春节狂欢的高潮。看花

灯、猜灯谜、吃元宵、看汽车越野，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铁梨花”表演队的队员们打

出的铁水，梨花般开满夜空、美轮美奂，古韵王湾民俗村如仙境一般。

“自对外开放以来，王湾民俗村已累计接待观光游客60余万人次，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汝州市最美乡村。”3月3日，陵头镇党委书记韩增群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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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辛博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调研蓝莓生产情况 郭营战摄

喝上自来水，武贞的喜悦溢于言表 张鸿飞 摄

汝州市非遗项目剪纸展示 张军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