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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吕运奇毛彦磊 记者冯刘克）“归园田居”关家

村、“黄河稻香”北堤村、“黄河渔村”九堡村……近年来，中牟县围绕

沿黄村庄各自特点和文化内涵，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

村一景”的联动发展格局，美丽乡村串珠成链，连点成片，形成沿黄

美丽乡村集群，绘就沿黄村庄“群星璀璨”的新画卷。

按照中牟县规划，今年将投入建设资金3.55亿元，在沿黄区域

打造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育强领头雁；重点打造10个美丽乡村示

范村，做好排头兵，带动全县乡村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

该县将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1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与黄河廊

道建设有机结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片区。沿黄生态廊道规划建设

“十景”，其中“三景”布局在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周边。在万滩镇关家

村布局赵口听涛景观节点，在雁鸣湖镇九堡村布局九堡览胜景观节

点，在狼城岗镇北堤村布局花果飘香景观节点，实现建设成果多方共

享。美丽乡村精品村按照3A景区标准打造，将廊道建设与沿黄精品

旅游线路一体设计，构建“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旅游线路。

中牟县农委主任乔松伟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突出乡土

特色和环保理念，保留乡村自然形成的特有空间布局和原始风貌，

以‘最小化干预原则’施工，对没有美学价值的民居实施有机更新。

通过外立面改造、新功能植入和景观环境布置，使凝聚于传统村落

中的乡村文明基因得以‘流转’‘活化’。”

文化是村庄的灵魂。中牟县坚持以文化惠民生，以文化强特色，

以文化促发展，坚持走一条文化传承和创新之路。该县以恢复、助建

传统民俗表演、乡土美食等为主体，不断丰富乡村消费旅游的供给侧

内容，使人们能在乡村重拾乡愁记忆符号。如今，传统美食熬臭豆和

瓜豆酱、箜篌文化、庙会文化重新展现风采，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按照“山水林田湖路村”综合整

治要求，中牟县找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平衡点，积极

发展富民产业，从根本上为乡村“造血”，带动乡村产业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与郑州陈砦花卉集团等17个企业签订26.25亿

元投资额的框架协议，与普罗旺世集团合作的稻草人农场项目，带

动万滩镇关家村90余名农民就近务工。

村庄变美，群众创业意愿也高涨起来。安庄村村民彭小强利用

金融扶贫政策贷款5万元，开办农家饭店走上致富路；北堤村有46

户村民自发进行民居改造，发展民宿产业。这些糅合着农耕文化、

现代美学的传统民居，成为村民的“流动资产”和“创业资金”，为唤

醒沉睡的农村资产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本报记者宋朝马丙宇文/图

7月15日，从海拔100米的大郑

州到海拔1000米的辉县市南寨镇凤

凰山村，室外的气温从36℃降到了

26℃，时令从盛夏快进到了仲秋。

“我们凤凰山就是凉快！”凤凰山

村党支部书记侯腴峰说，伏天学校放

假，村里在辉县市看孙子孙女的爷爷

奶奶们都带着学生娃回来凉快了，附

近市里的人也都上山来了，他们不说

“凉快”，说避暑。

暑热永远是太行山凉风的手下

败将。“我这农家乐前几年装了两台

空调，还有个宾馆去年装了10台空

调，13个农家乐总共就这 12台空

调。其实装个空调也是做个样子，山

上根本用不着！”凤凰山农家一号院

老板郎学军说。

凤凰山村有180口人，是个脱贫

村，大部分农户在辉县市附近都有房

子，常年生活在村子里的超不过80

人；冬天进城，夏天上山，是两栖、如

候鸟。

脱贫攻坚中晋级网红路的“太行

十八拐”修通以后，本村的年轻人已

经返乡创业，更多的城市人也开始上

山避暑。

“风也成了村民增收的资源，凉

快也成了财富，我们就是要利用、发

掘南寨镇146平方公里山地上上天

赋予的财富，走出辉县市‘盘上’山区

乡镇独有的乡村振兴路！”南寨镇党

委书记侯玉敏说。

猴子、野猪、野鸡，连翘、淫羊藿、

山楂，桃子、核桃、婆婆针，“借风纳

凉”的客人转转、看看、吃点、买点，然

后在没有蚊子的农家宾馆里“躺平”，

手机转账时还很惊诧：咋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的事已经让凤凰山

村民有了可观的收益：2020年，13家

农家乐最多收入接近30万元，最少

收入 2 万元；当年全村人均收入

10268元。

除了凉风吹来的钱，凤凰山村民

还能去山上捡钱。

7月16日早上6点，收连翘的人

来了，村民郎运群卖了140元，李建

山卖了120元，62岁的张香莲卖了

50元。

“卖这点钱够丢人的，要是昨天

不下雨，起码能拽三四十斤吧！”郎运

群说，海拔600米以上的野生连翘药

性好，往年一般6块钱一斤；今春连

翘开花时有雪害，结果少，现在摘下

来就卖，10块钱一斤。

凤凰山村兵部寨自然村的徐成

安当日中午要自己做饭吃：当家的

“上坡”摘连翘了！

凤凰山人把上山叫“上坡”。连

翘采摘持续一个多月，徐成安说，他

当家的手快，去年光拽野生连翘卖了

一万多元。

徐徐凉风吹，避暑的给凤凰山村

送钱；腿勤手又快，村民们“上坡”能捡

钱，凤凰山的乡村发现、乡村能量的释

放让中国乡村建设有了可复制的样

本。

进村入户看小康

辉县市南寨镇凤凰山村

□本报记者宋朝实习生荣峻弛

7月16日下午两点，三个穿着格

子衫、黑色长裤的女人进山了，她们

各手持一人高带木钩的棍子，挎一个

接近膝盖的布包，行走在半人高的灌

木丛中。这是辉县市南寨镇凤凰山

村村民张香莲、张香荣、郎秀英三人

结伴到山里采连翘。

老中医认为，海拔高的地方长的

连翘果最好，凤凰山村海拔超过1000

米，连翘便成了村民的“金疙瘩”。

“天气好我们就上山了，一天采

十几斤、二十斤。今年春天连翘花开

时下了场雪，受倒春寒影响，现在山

里连翘果少。产量低了，但价格高

了，一斤能卖10块钱！”郎秀英用长

棍钩住高处的连翘枝干，咔嚓一声，

枝子折断了。

弄断了连翘枝不可惜吗？

“连翘要年年修剪，这种野生的

连翘如果不掰枝，明年就不会再结连

翘了。”郎秀英说。

凤凰山村有的可远不止连翘。

说起山里的中药，62岁的张香莲如

数家珍：连翘、何首乌、苍术、淫羊藿

等，山里宝贝多，只要不怕山高路远，

一年四季都能有药采、有钱赚！

□本报记者宋朝实习生安子逸

蜂儿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花

为粮。作蜜不忙采蜜忙，蜜成又带百

花香。7月16日上午，在南太行深

处的南寨镇凤凰山村徐家客栈，57

岁的“客栈掌柜”徐成安为游客揭示

了他蜂箱里“千军万马”的秘密。

徐成安家今年只有两箱中华蜜

蜂。中华蜜蜂简称中蜂，也被称为土

蜂、野蜂，是我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全

国各地大多数蜂农的蜂箱里，养的都

是意大利蜂。简称意蜂。

“中蜂的人工繁殖技术咱不掌握，

养蜂只能从山上收，我的蜂就是春天

在石头窟窿里面收的。”徐成安说。占

地9000亩的凤凰山村没有一箱意

蜂，村民们的蜂箱里住着全年跟花草

在一块儿的中蜂，群小，一年只在秋

天割一次蜂蜜。养中蜂难，但中蜂蜂

蜜价值高。徐成安说：中蜂不用喂，

每年秋天割蜂蜜的时候给它留点就

行，最少得留五六斤；人家辛苦一年

酿的蜜，不叫人家吃点咋行！

“中蜂是国宝哩！”凤凰山村党支

部书记侯腴峰说。中蜂是农业农村

部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采

的是“百花”蜜，适合做药引子，意蜂的

蜂蜜是不行的。凤凰山村今年总共

有中蜂50多箱，一箱蜂能收20斤蜜，

一斤中蜂蜜卖50元，这50多箱蜜蜂

能让凤凰山村民增收5万多元。

□本报记者宋朝实习生于涛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首歌唱

的是湖北。在辉县市南太行也有一

条这样路：十八拐！

从辉县市南寨镇到凤凰山村，必

须“十八拐”才能上去，上去不容易，

不容易也有人上；原来下山的年轻人

已经返乡上山了！

7月15日下午5点，35岁的侯

腴峰坐在凤凰客栈农家乐里说：“以

前村里没钱挣、找对象难，青年人不

愿意回来，但是现在不同了。”

侯腴峰2017年从惠州市回家

乡，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他身边的

徐鹏利，刚满30岁，也在辉县市买有

房子。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回村

是干事业的。

像侯腴峰和徐鹏利一样，凤凰山

村里的一群年轻人，现在都回家了，

或者正在回家的路上。

除了本村人，凤凰山村也有了

“扎根”的外人。

“我不是本村人，我是兵部寨村的

女婿。”樊庆栋，45岁，“我看这里生态

好，有潜力，上山开办了农家乐。”他在

兵部寨自然村承包了一栋两层的民宿

小楼，总共60个床位。“一个人住宿一

晚60元。今年五一一天挣了9000多

元，去年国庆一天挣了一万多元。”

回乡和上山的年轻人，让凤凰山

村充满了活力。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7月19日，记者

从河南省统计局获悉，2021年上半年全省

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 28927.96 亿元，同比增长

10.2%，两年平均增长4.8%。分析表明，上

半年全省供需两端共同发力，经济运行稳定

恢复、稳中向好，主要指标增速与全国差距

整体缩小，两年平均增速逐步加快，部分指

标6月当月增速有所回升。但经济恢复均

衡性还需增强，恢复回升基础还需进一步巩

固。

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省

农业生产持续恢复向好，夏粮再获丰收，今年

我省小麦呈现出麦穗多、麦粒重、质量好的特

点，播种面积小幅上涨，单产增加，全省夏粮

产量达到760.64亿斤，比上年增长1.3%，再

创历史新高；其中小麦总产量760.56亿斤，占

全国小麦总产量的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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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采药去

百花成蜜

回家！上山！

同比增长10.2%
我省上半年GDP出炉

凉风吹来当钱花
凤凰山村出路凤凰山村出路——太行十八拐太行十八拐

海拔海拔10001000多米的凤凰山村多米的凤凰山村，，夏天很凉爽夏天很凉爽。。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7月19日

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汛会商

调度会，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

防范应对工作。

副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

挥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洛阳、

平顶山、安阳、焦作等市分别汇报了新

一轮强降雨迎战情况，气象、水利、自

然资源、黄河河务、应急管理等部门会

商研判了当前天气形势和下步汛情发

展趋势。

武国定强调，当前我省已启动水

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和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进入主汛期

战时状态。各级各部门要思想高度重

视，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要科学会商研判，应

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密切合作，及

时会商雨情水情汛情，提出切实可行

应对预案；要紧盯关键部位，对河道险

工险段、病险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地

质灾害风险点及城市地下空间等严防

死守，发现险情及时处置；要严格落实

责任，实行战时工作机制，执行战时纪

律，确保人员全部到岗到位；要确保人

员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确

保不发生溃坝、决堤以及小流域洪灾、

地质灾害等造成群死群伤事故。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7月19日，记

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自今日12时起，

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IV级应急响应。

预报显示，预计今明两天强降水

仍将持续，主要集中在我省中西部和

西北部的沿山一带，安阳、鹤壁、新乡、

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

平顶山、许昌、漯河等地累计雨量将在

80毫米~180毫米之间，局部最大可达

200毫米~300毫米。

省水利厅要求各相关单位严格按

照防汛战时机制和指挥长1号令要求，

将防汛工作作为当前第一要务，主要

领导靠前指挥；各级水利部门要严密

监测雨水情，加强会商研判，做好预测

预报预警，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水旱

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加强水工程调度、

山洪灾害防御、堤防巡查和抢险技术

支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

度减少灾害损失。

强降水仍将持续
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IV级应急响应

保持战时状态
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记者日前从

鹤壁市防汛减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鹤壁市防汛工作启动战时机制。

建立和启动领导沉入基层战区指挥作

战机制、战时督导工作机制、战时汛期

工作信息报告发布机制、市县乡村四

级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四项汛期战时

机制。

鹤壁市已组织各级各部门对度汛

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采取“一县一

单”的形式登记造册、挂单督办，限期

闭环整改。目前，已排查的76项度汛

隐患，已整改完毕49处，其他27处正

在整改或已完善了安全度汛措施。

对各类防汛抗旱物资和设备均已

登记造册。截至目前，已调查登记的铲

车、钩车、推土机等大型工程车辆和运

输车辆共421台；落实防汛抢险专业队

伍11支330人，骨干队伍225支6500

余人。

鹤壁防汛工作启动战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