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贾星星

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素有着“九镇十

八湾”的胜景和美誉，而田铺大塆就是最璀

璨的那一个。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是坐落

于新县东南部青龙岭山脚下的一个古村

落，距离许世友将军故里7.5公里，距离黄

毛尖国家森林公园约10公里。该村坐北

朝南，三面环山，村前溪流潺潺，自然风光

幽美。村子里的建筑保持了土坯墙体、斜

顶瓦房，属于典型的豫南民居风格，既有北

方的硬朗、又有南方的灵秀。该村被很多

游客赞叹称为“河南的小江南”。

民宿和农家乐
田铺大塆村民当上了老板

走在田铺大塆青石板铺成的小道上，

常会遇到一拨又一拨的游客，不时有阵阵

欢声笑语从一户户农家小院里传出来。该

村旅游产业发展起来后，不少村民开起了

农家乐，当起了老板。在一家家农家乐雅

致的小院里，游客们常常围桌而坐，嗑着瓜

子，喝着信阳毛尖，好不惬意。

在村子西北角，有一家名叫“久久山

居”的农家乐餐馆。65岁的老人张以荣既

是这家的女主人，也是这个农家乐的“大

厨”。午饭时间到了，一盘盘飘香的信阳菜

从厨房里端了出来。张以荣介绍说，炖肉

糕这道菜是自家纯手工制作，香而不腻、滑

而不油。另一盘荤菜是泥鳅炖豆腐，滑溜溜

的口感、嫩嫩的肉质颇受游客欢迎。还有橡

子豆腐、清炒野芹菜、野笋尖炒肉丝等特色

菜，都是取之于当地野生食材，既美味又健

康。老人告诉记者：“我们这家店2019年12

月底开业，去年虽受到疫情影响，但全年仍

有10万元的营业额。今年游客增多，预计

收入会增加一倍。”

在该村的北边，有三间建于明末清初

的老房子，这里承载着全村人的美好回忆

和乡愁，故取名“时光老舍”。在这里也有

位老大娘正在经营着自己的烤红薯生意，

一群游客被薯香吸引，站在巷子里吃了起

来。

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夜色开始降临，村

子里悬挂着的红灯笼统一亮了起来，夜晚

的田铺大塆与白天相比，又呈现出另外一

番韵味，暖色的灯光为村庄增添了一种安

静、祥和的朦胧之美。“老家寒舍”是村里开

的第一家民宿，房间干净整洁，装饰和摆设

淡泊素雅，洁白的被子厚实柔软，身处异乡

犹在己乡。

“老家寒舍”的女主人袁业叶，梳着及

腰的马尾辫，笑容明媚。她说：“我们家有

三间客房，去年住宿收入10多万元，全国

各地的游客都有。现在这间小门面是我们

家的厨房改造成的民宿‘前台’，也兼卖新

县土特产，平均一天能卖1000多块钱。”这

家民宿客厅的墙上挂着这个家庭几代人的

红色家史。田铺乡党委书记李文林介绍

说：“这家男主人韩光莹的爷爷是伤残老红

军，三爷爷是红四方面军，19岁时在作战中

英勇牺牲；父亲是党员，曾任大队干部，韩

光莹本人也是党员。2012年韩光莹远赴

韩国务工，2016年得知老家正在进行美丽

乡村建设，于是毅然回国将自家的老宅进

行改造，村里第一家民宿就这样诞生了。

2019年他牵头成立民宿合作社，带动21户

村民开办民宿走上致富路。同年，高中毕

业的儿子参加空军招飞，被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飞行学员。”一家四

代红色史，这也是新县这个红色将军县许

多家庭的缩影。

该村像“老家寒舍”这样由村民自营的民

宿，目前共有21家，农家乐餐馆共有11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
藏在巷子里的珍珠

在村子连廊尽头，有一个门前边摆着

绣花鞋和绣花鞋垫的醒目小店，这是一间

叫“匠心工坊”的手工作坊店。店里整齐摆

放的都是绣花鞋垫，每一双鞋垫都有纯手

工绣制的精美图案，每一双都是独一无二

的，而且每一款都有着吉祥寓意：有五谷丰

登、年年有余、喜上眉梢、鸳鸯戏水，等等，

花样繁多，五彩缤纷，令人叹为观止。鞋垫

100元一双，销路不错。据了解，这种豫南

刺绣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村子里第二条小胡同中，有一家写着

“不秋草”三个大字的院落。“人天解种不秋

草，欲界独为无色花。”不秋草就是竹子的别

名。进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挂在院子里的

一排手工竹编：大大小小的竹篮、竹筐、果

盘，件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小院里常住着

一位叫余品林的老师傅，院里的竹编全部是

他用手编制而成的，材料取自田铺本地丰富

的野生毛竹资源。田铺竹编工艺也是新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余品林则被认定为新

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些“非遗”，安静地藏在田铺大塆的

巷子里，却挡不住它们散发的光芒。在新

时代不仅被传承，而且不断被发扬光大。

多彩创客小店
为美丽山村带来别样风采

田铺大塆里除了原汁原味的乡村风貌

和小店，还融入了许多时尚元素。在胡同

深处，有一家名叫“女朋友的店”，故事源于

一个小伙子在乌镇认识了他的女朋友，想

为她开一家店，于是来到田铺大塆做了一

名创客，开了这家店。店里卖的东西都是

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洁白的珍珠项链和手

串、穿着大婚纱裙的芭比娃娃等。小巷对

面，不久刚刚开了一家民宿，村民取名“男

朋友的家”，吸引了往来游客眼球，趣味十

足。

再沿着巷子一路往南，是“80后”的童

年体验店“李雷碰上韩梅梅”。店里货架上

摆放的商品都是“80后”小时候玩的小玩意

儿，比如铁皮青蛙和公鸡、彩虹圈、小赛车

等，左边的桌子上放着老电视机、老收音

机。店里的物件都承载着“80后”童年的记

忆，受到“80后”游客的欢迎。

刚走出院子，抬眼就看到对面有两位

大姐正从窗子里探出头，热情地向游客打

招呼。大姐介绍说：“这果汁饮品店和小吃

店，是蔓乡公司开设的。我们在这里打工，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工资。”果汁店旁边是名

叫“串门儿”和“碰瓷儿”的店铺——一家珠

串店和一家手工瓷器店。此外还有“花音

年代”老上海民国风格的咖啡厅，书吧、酒

吧、茶舍以及“一米阳光”网红打卡地等新

潮店铺，为田铺大塆带来了新时代蓬勃的

力量和热气腾腾的气息，也为村民就近就

业提供了好机会。

“2015年，上海蔓乡旅游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田铺大塆三色农耕园艺农民专业合作

社深度合作打造创客小镇；2015年开始进行

美丽乡村建设；2016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

放；2017年6月创建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田

铺大塆看望老区群众。 田铺大塆前年游客

量100万人/次，去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游

客仍有52万人/次；今年游客数量预计将会

再次突破100万人/次。游客集散中心项目

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李文林自豪地介绍

田铺大塆近年来的发展历程和美好前景。

今天的田铺大塆，不管是古朴的民房、

窄窄的小巷，还是池塘和古井，可谓一步一

景，美不胜收。自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吸引

了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作为河南

第一个以创客为主题的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田铺大塆的44家小店让这个古朴的村

庄充满了勃勃生机，成为一片创业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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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党支部认真
开展党建共建工作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党支部与内

控合规处党支部合力开展党建共建

工作。一是突出党建引领、党建带

动，实现党建联创共建，每周沟通联

系，扎实推进工作。二是根据方案制

定共建活动实施表，明确活动时间、

内容、地点、方式、组织人等，按活动计

划认真组织，有序开展。三是共建双

方党支部按照共建措施内容，认真落

实、抓紧推进、务求实效。（袁晓玮）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组织开展“以
案为鉴，警钟长鸣”专题组织生活会

4月9日，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组

织全体人员开展“以案为鉴，警钟长

鸣”专题组织生活会。该行干部职工

认真开展了“强化廉洁意识、筑牢思

想防线”大讨论活动，每一位党员都

发表了自己对于“以案为鉴、警钟长

鸣”的认识与感悟。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会严守法

律底线、廉洁底线，以更务实的状态

投入到工作中。 （张其有）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档案清
理“回头看”工作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三举措开展

存量档案清理工作。一是该行高度

重视档案清理工作，认真制订工作方

案，及时了解阶段性工作进展，扎实

做好督促指导。二是要求档案人员

吃透文件精神，明确档案清理流程，

确保档案清销工作不出纰漏，依法合

规。三是对现存档案逐件进行鉴定

清理，严格履行鉴定程序，做到了“存

量档案底数清，清理档案鉴定准”。

（侯吉华）

杜庄小学开展少先队活动课展
示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养

青少年树立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责

任感，激发爱党爱国情怀，引导广大

少先队员了解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奋

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郑州市杜庄

小学举行“童心向党颂中国”少先队

活动课展示活动。 （孙璐）

“学党史，迎百年”争创文明班级
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继承和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红色基因传

承，教育引导学生学党史、知党情、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100周年，郑州市杜庄小学开

展了人人学“党史”，争创文明班级的

活动。 （孙璐）

□本报记者李海旭刘景华通讯员秦静

春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一排排

花椒树长出了嫩绿的叶片，一派生机盎

然。从渑池县城向北20里，沿着一条蜿蜒

曲折的乡村水泥路驱车向上，就到了韩家

坑村。韩家坑村是该县有名的“花椒+中药

材”种植专业村，坐落在韶山山脚下的大片

花椒林中。

“我们村家家户户不缺钱”

4月8日上午，韩家坑村62岁的老党

员上官海勤正在田间拔草，地里种的是花

椒，林下套种了中药材柴胡。韩家坑村村

支书韩军民走到老党员上官海勤身前向他

询问柴胡的生长情况。韩军民自豪地对记

者说：“我们渑池县种植的柴胡质量好、药

效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村民王改珍家的花椒地里，王改珍

戴着漂亮的白色遮阳帽，拿着锄头锄草。

她家的花椒树长势喜人，韩军民走进田间

对她说：“这花椒树下今年还能再套种一季

柴胡呢！”在王改珍家的大门外，有片荒地，

经过开垦也种上了花椒。王改珍75岁的

婆婆正拿着锄头在这片花椒地里除草，韩

军民一把接过老人手中的锄头，边帮老人

锄草边和老人聊天：“人勤地不懒，咱村上

官万均家种的柴胡，去年一亩地卖了七八千

元”！“可不是嘛。”老人说。通过种植“花椒+

中药材”，韩家坑村村民现在的生活过得怎

么样？“好！越来越好，我们村家家户户都不

缺钱。”老人发自肺腑地对记者说。

产业做对了，农民翻身了

据了解，韩家坑村一直都有种植柴胡

的历史，但之前没有形成规模。从2017年

开始，渑池县因地制宜，出台了“两椒一药”

产业发展政策，大力鼓励村民种植花椒、辣

椒和中药材，并给予相应补贴。“我们村抓

住这一大好机遇，积极引导村民种植花椒

和柴胡。现在我们全村共种植花椒4400

多亩，花椒每亩平均收入在6000元~8000

元之间。考虑到花椒进入挂果期需要3年，

前3年没有收入怎么办？因此村里就引导

村民在花椒林下套种柴胡，增加收入。这

几年，柴胡在流通市场上价格卖得好，种得

好的农户每亩可以卖到8000元，再不咋样

每亩也可卖到5000元。花椒种得好的农

户，进入旺果期后每亩收入可达1万元。”韩

军民详细地向记者算了一笔产业账。

在韩家坑村驻村两年多的渑池县委政

法委驻村干部张书涛告诉记者，近年来，该

村“两委”班子引导村民种植花椒，同时又

摸索出一套花椒树下套种柴胡的产业发展

模式。目前，该村主要在发展这两个主导

产业，特别是种植柴胡效益非常好。花椒

是从2017年开始规模化发展的，目前已经

有一半进入了旺果期。

修桥梁，搭舞台，唱大戏

在韩家坑村东头，也是村部的大门外，

有一道深沟。2018年，该村投资40余万元

建成第一座桥梁，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

的问题。4月8日上午，村里正在组织人力

对村庄及道路进行绿化。

据了解，该村成立了两个花椒专业合

作社，建成一个花椒加工基地，可以进行花

椒烘干、精选、色选等，解决了村民花椒销

售问题。同时，也给该村集体带来了每年

近10万元的收入。2020年，该村又利用项

目资金，筹建起了一个花椒精加工包装厂，

目前即将开工投产。

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全部都用在了村

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上。2017年，韩家坑村

投入29万元，在村部大院里建成了一个乡

村大舞台，成为村民们娱乐活动场所。4月

8日上午，在村部大院里，整整齐齐地摆满

了小凳子，一群人正在舞台上忙碌。“村里

请来了安阳市唐派艺术研究院豫剧团，为

全村村民唱4天大戏！”韩军民指着墙上张

贴着的一份名单说，“4天一共9场戏，每场

费用5000元，唱戏共花4.5万元。这次唱

戏的钱都是村民自发捐献的，一共捐了4.6

万元。”

全村选出了126个“拔尖”人物

产业发展为村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

让村民充满了干劲和向上的力量。通过产

业发展致富后，该村要求入党的村民也越

来越多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很高，入党

要排队，今年报名要排到后年了！”谈到韩

家坑村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村民思想

意识的提高，70岁高龄、刚刚退居二线的老

村主任韩小月说。

为树立正气、激励先进，该村从2018

年开始，举办了多项“拔尖人物”评选，包括

“脱贫光荣户”“致富带头人”“经济能人”

“好媳妇”“好婆婆”以及“优秀共产党员”，

并隆重举办表彰大会，对获奖的“拔尖人

物”进行表彰。目前，该村一共评选出各类

“拔尖”人物126位。

产业的硬核支撑，让朴实的韩家坑村

村民变得幸福而又充满正能量。近3年来，

该村治安案件发生率为零，2020年还被评

选为“全国文明村”。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王超

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

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大局。商丘市作为全国18个粮

食产量超百亿斤的产粮大市，其食品产

业的产值更是超千亿元。商丘市在创

建食品安全市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实

施了哪些创新举措？如何做好食品产

业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近日，记者采访了商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组书记马索义。

记者：商丘市在推进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马索义：近年来，商丘市食品安全

工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以落实

“四个最严”为抓手，以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为引领，构建政府主导、部

门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

体”的共治共享格局，促进全民参与、社

会共治，不断增强全市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近年来，商丘市将食品安全工作纳

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督查督办的重要内

容，纳入党委政府年度综合目标考核，

列入市委巡察工作内容，列入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对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实行“一票否决”。

目前，民权县、永城市、睢县、柘城

县、梁园区成功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县”，睢阳区、示范区、夏邑县、宁陵县

被命名为省级食品安全达标县（区），虞

城县已列入第五批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县创建单位。辖区内省级食品安全县

（市、区）达到90%。

记者：商丘市在抓实抓细食品安全各

项举措中，有哪些特色亮点和好的做法？

马索义：商丘市持续关注食品安全

抽检结果和投诉举报热点，围绕重点品

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聚焦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学校食堂监

管、农村集体聚餐监管、进口冷链食品

监管等为重点，“食品三小”监管为难

点，统筹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1.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强

化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各项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形成立体式、多层次、

全方位、全业态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示

范群体，促进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体质

量提升。全市餐饮服务提供者明厨亮

灶率达到100%，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率达100%。

2.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提升进

口冷链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和疫情防控

能力，建立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所有从海关港口进入商丘市的进口冷

链食品先进入集中监管仓，经检测、消

杀合格，张贴豫冷链物防追溯码后流入

市场，最大限度地阻断了进口冷链食品

在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新冠

病毒传播风险。

3.加强“食品三小”监管。积极融入

“两城联创”，围绕“食品三小”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积极推进“整理、整顿、清

洁、清扫、素养、安全”6S规范化管理，统

筹推进，以城带乡，对全市“食品三小”

单位开展综合治理。织密监管网格，建

立监管长效机制，以示范促整改、以整

改推创建，全市近2万余家“三小”门店

发生根本性变化。

4.加大抽检力度。2020年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30711批次，完成省局下达

任务的139.75%，合格率98.14%，其中

食品合格率98.5%，食用农产品合格率

97.78%。不合格食品处置率100%、处

置完成率 100%、按时完成率 100%。

2020 年全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立案

3053起，罚没款1943.56万元。

5.充分发挥“四员”作用。全市共聘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环保志愿者、外

卖小哥、新闻记者等2419人为食品安全

社会监督员。充分发挥办事处网格员、

基层市场监管员、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

全员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四员”协

同治理作用，织密监管网格，切实构建

食品安全“政府主导，部门监管，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共治格局。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我们将牢记使命，扎实工作，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在开

创新时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新征程道

路上努力奋进。”采访结束时，马索义坚

定地说。

4月2日，濮阳市召开全国文明城

市总结暨深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大会，濮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荣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集体二等功。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濮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勇于担当，履职尽责，

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全员参与创建的

工作局面。在2020年的创建工作中，该

局承担着城区大型商场超市、商业街、农

贸市场、市直单位分包街道办事处网格化

管理等创建重任，成立了19个县级干部

带队的督导组和2个工作专班，共出动人

员6600余人次，排查问题542项，督促责

任单位立行立改400项，交办限期整改问

题118项，完善公益广告设置256块、文

明诚信经营活动宣传栏36个，整修破损

墙面和不平整地面25000多平方米。该

局为打赢这场时间紧迫、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的“荣誉保卫战”付出了艰辛和汗水，

向濮阳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刘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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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打赢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攻坚战

推进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访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马索义

新县
田铺大塆

韩家坑村村民王改珍在花椒地里锄草 古俊峰张宣军摄

豫南刺绣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图为田家大塆“匠心工坊”纯手工绣制的

精美鞋垫。 李海旭摄

书记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