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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立许金安吴会菊张俊鹏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

呀，站得稳哪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

下。”一曲《中国娃》道出了中国人对于

千层底的难舍情怀。

记忆传承，信息永存。在洛阳市汝

阳县小店镇老庄村，今年 43岁的段玉

国，传承祖业，端起了针线匾，纳千层

底、做老布鞋，用工匠精神打磨青春，传

承布鞋技艺，培育能工巧匠，创办鞋业

产业园，探索鞋履文化，将生活、梦想与

事业串起来，“巧手”走天下，只为合脚

鞋。

传承祖业 苦练针线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汝阳“段氏布鞋”有 200多年的历

史，创始人段宏度及祖辈们凭借高超的

针线手艺曾为宫廷做过朝靴。1948

年，村子“支前”给解放军送去了大量布

鞋。随着时代发展，“段氏布鞋”失去光

芒，淡出市场。

1997年，18岁的段玉国去苏州、上

海等地打工。母亲史喜枝看他“找不着

北”的状态很是心疼：“咱段家有祖传二

百年的布鞋纳制手艺，只可惜到你爷字

辈这一代把布鞋纳制手艺丢了，你要不

跟着我学布鞋制作，这门手艺不能失

传！”

段玉国的母亲是个巧手，纺线、织

布、纳底样样精通，段玉国很快出师。

2012 年，段玉国办起了家庭小作

坊。

2013年 10月，段玉国前往上海百

年老店杨瑞记鞋店，拜 81岁的杨慎喜

老先生为师，段玉国的坚守也得到了杨

慎喜的赏识，多次到汝阳指导帮带，离

世前还将保存了一生的20多件老物件

送到了汝阳中原布鞋博物馆。

2014年5月，段玉国成立洛阳乐足

鞋业有限公司。

2016 年，段玉国在汝阳县劳动创

业评比活动中荣获第二名。“河洛针功

夫”商标注册。

2017年段氏布鞋传统手工艺被公

布为汝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

又获得“河南老字号”荣誉，被洛阳市旅

游和消协部门评为洛阳市最受欢迎旅

游产品。

2019年 6月，汝阳县政府整合扶贫

资金360万元，在蔡店乡老庄村创建了

洛阳乐足文化产业园，形成了集研发、

生产、销售、体验、研学产业链于一体的

模式，“公司+农户”实现年销售老布鞋

10万余双，产值2000余万元。

2020年8月，段氏传统布鞋纳制工

艺入选洛阳市级非遗项目。“乐足真功

夫”“乐足高老庄”商标注册。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成功贵在坚

持。段玉国“段氏手工布鞋第 11代传

承人”的名号渐起。

一生专注 唯有一双布鞋

“棉布填千层，麻线扎千针”说的就

是手工布鞋的制作过程。

布鞋由鞋底和鞋帮两部分构成。

布壳备好后就是排版、下样、切样、包盖

板、托里托面、剪帮、下口条……纳底、

修边、浸口、捶底、楦鞋、烘鞋、砂边、剪

边、粘边……直到最后总检。一双成品

布鞋总计需要完成32道大工序100余

道小工艺，每个环节都要紧密衔接。

“做鞋如做人，必须脚踏实地，一五

一十，坚持统一标准，分散制作，严格检

验。”段玉国说，“以 40码的鞋为例，鞋

帮的‘上线’标准是95~96针，太密太稀

都不美观。”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洛阳

乐足鞋业开通“私人订制”服务，满足个

性需求，获得发明专利30多项，先后研

发出传统布鞋、时尚布鞋、儿童布鞋、老

年健步鞋 100多款。通过订单化生产

和电商平台销售相结合，2021年，乐足

鞋业布鞋销量突破1万双，手工布鞋不

仅在上海、苏州等地广受好评，还走出

国门卖到了美国、日本等海外市场。

如今的洛阳乐足文化产业园，已建

成布鞋生产车间、中原布鞋博物馆、研

学基地等功能完备的产业园区，辐射带

动周边14个乡镇20多个村的两千余名

群众参与布鞋加工。

老庄村63岁的赵如来每天至少能

纳制一双鞋底，月收入 1500多元。“小

段心眼好，让我们这些老婆子在家里也

能挣钱，将心比心，咱做鞋一针一线必

须扎扎实实！”赵如来说起话来脸上笑

呵呵的。

如今，段玉国是老庄村党支部委

员、汝阳的“乡创客”，他联合“乡贤”成

立了汝阳县乡村企业联盟，致力于汝阳

乡村振兴。

“一生专注，唯有一双布鞋。”段玉

国说，“‘千层底布鞋’代表着许多中国

人独有的情结，是乡村的韵味，温暖在

心头，路在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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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韩静李
才张伟）“要探索完善以一星一专班、一

村一规划、一村一体系、一村一产业、一

后进村一工作小组、一‘五星’一政策研

究小组为主要内容的‘六个一’工作体

系，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全县‘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落细落地见实效。”8月 12日，

提及“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临颍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陈召辉如是说。

“五星”支部创建以来，临颍县坚持

把开展“五星”支部创建作为深化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抓

手，确保“五星”支部压茬创建、梯次推

进、整体提升。

聚焦“一村一品”，临颍县瞄准产业

振兴，组织创建责任单位根据工作职责

和业务范围，梳理“项目清单”“资金清

单”和“支持清单”，打捆整合农业农村、

水利、民政等部门的71个项目、近10亿

元资金，重点使用、集中投放，带动全县

辣椒“红”、烟叶“黄”、大蒜“白”、蔬菜

“绿”等“四彩”农业链条式、品牌化发展。

乡村产业有了总体规划，临颍县委

组织部注重发挥 10697名基层治理网

格员的作用，把基层党建“十件事”嵌入

网格员工作职责，推动“多网合一”；建

立“负面清单”，为创建工作划出底线、

列出红线；实施“一村一策”“一居一

策”，着力打造“红色南街村”“产城新

邢庄”“创业樱桃郭”“奋进小师村”等

“五星”支部品牌。

在此基础上，临颍组织县直单位

党组织开展“五好一创”活动，与乡镇

党组织共同开展以“组织共建、党员共

育、资源共享、文明共创、难题共解”为

主要内容的“五星”支部创建活动，推

动2个成建制派驻村、36个派驻工作

队村、83 个选派第一书记村比学赶

超、全面创建，确保全县拟争创的4个

“五星”支部、27个“四星”支部、94个

“三星”支部、194个“二星”支部、28个

“一星”支部梯次推进、全面提升。

各个村确定了争创目标，县里积极

组织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调训8期200

余人次，先后举办科级干部（青年干部）

主体班、“三星”以下村党组织书记培训

班、全县干部“领导干部大讲堂”等一系

列活动，培训1100余人次，有力提升了

全县干部“五星”支部创建能力和水平。

“按照‘六个一’体系，我们实行政

治激励、项目和资金激励、待遇激励‘三

个挂钩’，对当年获评‘五星’‘四星’‘三

星’的村，县里再分别给予5万元、2万

元、1万元的工作经费奖励，并相应提高

干部绩效报酬，形成竞相出彩的浓厚氛

围，确保完成既定目标。”陈召辉说。

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官坊

派出所副所长薛振山从警6年来，始

终传承焦裕禄精神，沉下身子坚守社

区，用脚踏实地的工作守护着千家万

户的和谐平安，赢得了辖区群众的信

任与赞誉。

服务群众赢民心服务群众赢民心

“要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

现在，小薛你可一定要收下啊！”6月

29日，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官

坊派出所内两位群众手拿锦旗，提着

西瓜，一次次放下的装着西瓜的袋子

又被薛振山一次次地提起，引来不知

情的群众驻足观望称赞。原来在

2019年，薛振山在一次走访过程中，

了解到八十多岁的辖区居民老李，带

着四十岁从小患病的儿子独自生

活。薛振山了解情况后便与辅警王

宽私下商定往后一起分担照顾老李

家的日常生活起居等事宜，这一坚持

就是三年。

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

质。从2019年到2022年，从老李家

的出租房走访到农村乡下，再走访到

老李现在的新住处，薛振山和王宽一

共走访了144次。如今，老李的儿子

也基本有了自理能力，老李父子打心

眼儿里感激薛振山，6月 29日一早，

老李父子带着锦旗和西瓜来到了官

坊派出所，这才有了上述一幕。

防诈骗防诈骗 力气用在平时力气用在平时

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

神的精髓。薛振山从焦裕禄艰苦奋

斗、迎难而上的创业精神中汲取奋进

的力量。面对纪念塔社区复杂的社

会治安环境，薛振山始终秉持“破案

就是硬道理”的主业意识和“争先创

优”的进位意识，不仅身入辖区，更是

心到辖区，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

步子、走到辖区，到群众身边、胡同里

巷，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他加大

对辖区可防性侵财案件的打击力度，

先后为群众追回被盗电动车 56辆，

电动车电瓶127组，辖区侵财类案件

破案率达 95%以上，受到辖区群众

赞扬。

当前网络信息诈骗高发，一旦发

案追赃难度大，于是薛振山把防范的

重点瞄准了此类案件。为提高辖区

居民的反诈能力，薛振山便把每种诈

骗的手法都分析透，联合社区分批次

在辖区内开展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

宣传周活动，同时，为便于辖区群众

随时学习反诈知识，他将自己收集到

的典型诈骗案件整理成册，通过发放

宣传材料和口述讲解的方式给辖区

居民普及电信诈骗的一些常见方式

和套路，并通过入户宣传等方式确保

宣传材料送到每一名居民手里。“咱

没什么高大上方式，就把力气用在平

时，付出多少自己心里有数，时间长

了居民心里自然也就有数。”薛振山

憨厚地说。

58年前，焦裕禄用生命在开封

这片热土上塑造了人民公仆的光辉

形象。焦裕禄精神就如当年的“焦桐

树”在这片热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民警薛振山也在平凡的岗位上弘扬

着焦裕禄的奋斗精神。

（谷剑冰路畅）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
炜权志强）8月 12日，在汝州市小屯镇

季寨村附近的水蛭养殖基地，盛延召正

在给水蛭投喂食料并查看水蛭的生长

情况。

今年44岁的盛延召10余年潜心研

究水蛭养殖，屡赔屡养，坚持不懈，终将

小水蛭养成了大产业，年收入达300多

万元，并带动了汝州市及周边一批水蛭

养殖专业户。

为了对水蛭有更深的了解，盛延召

日复一日地与水蛭为伴，守在水池边观

察研究。经过八年的试养，盛延召探索

积累了一整套水蛭孵化、养殖、加工等

技术。2017年，盛延召终于走出了连

续8年亏损的阴影，当年盈利4万多元。

盛延召告诉记者，水蛭养殖是高投

入、高产出的短平快项目，一般一年一

个养殖周期，需要4~5个月时间，产出

比可达10∶8。正常情况下，1亩水面可

养殖12万尾，亩产600公斤左右，折合

成干蛭86公斤，按照当前市场价1800

元/公斤的价格，价值15万多元。除去

人工、饲料等费用，净利润可达10万多

元。

2018 年，尝到了养水蛭甜头的盛

延召扩大养殖规模，在自己承包的苗圃

地里，先后建设高位池14个，水面面积

达13亩；建设水塘两个，水面面积达12

亩。原来试养场的5亩水面，盛延召改

建成了孵化场。孵化场每年除为自养

提供200万尾水蛭苗外，还可向社会养

殖户提供优质水蛭苗400多万尾，初步

形成了集孵化、养殖、销售于一体的一

条龙生产企业。

汝
州
盛
延
召

养
水
蛭
年
入
三
百
万

本报讯（通讯员纪道成曾令菊 记者

尹小剑）小而精致的椭圆形池塘里水质

清澈，西边坡面是水泥浇筑成的块块六

棱形状，每块里面都长着一株翠绿的扫

帚树……8月 15日，走进商城县丰集镇

童畈村凡湾居民组，宛如走进一幅美丽

的乡村画卷中，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安逸

的舒适感。

“我家门前的池塘原先是个臭水坑，

污染特别严重，里面的鱼我们都不敢

吃。”正在自家门前树荫下纳凉的陈佰芬

说，村里去年给池塘清了淤泥，修筑了塘

埂、围栏，栽植了各种绿植，池塘边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硬化了四周路面。“你看，

现在这水多清澈，环境多好。心里非常

感谢季书记。”

陈佰芬口中的季书记名叫季大军，

现任商城县人大代表，童畈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20世纪 90年代初期，

高中毕业后的他前往北京务工，后来成

立了一家公司。

2007年季大军回乡创业，成立商城

盛鸿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吸收本地闲

散劳动力和贫困人员加入务工，目前就

业人数达60多人。

多年来，季大军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

设，个人先后捐资10多万元用于村基础

设施建设，他还动员本村成功人士合计捐

资29万多元，购置太阳能路灯90多盏，解

决了10个村民组的道路照明问题……

“村支书是全村乡亲的领头雁，这是

荣誉，更是责任。”说起村里未来的发展，

季大军满怀深情，“我将竭尽全力继续当

好领头雁，把村里18个村民组逐步打造

成整洁美丽、富裕文明的新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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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玮 通讯员马
强李雪峰）8月13日，记者从农发行

河南省分行获悉，农发行河南省分

行成功投放首笔农发基础设施基金

7500万元，用于支持洛阳农副产品

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切实发挥政策

性金融“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作

用，为河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金融

支持。

洛阳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

目，总投资75410万元，总用地面积

40159.49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136888平方米，主要开展农副产品

分拣和初加工、冷冻冷藏、物流配送

等业务。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

将对补充完善自贸区、综保区和航

空口岸、铁路口岸的功能，打造多层

次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促进各平

台间联动发展，推动全市农业发展

升级具有重大意义。通过项目建

设，可以有效推动农村服务项目的

机制健全、环境优化、能力提升，为

农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为推动城

市建设和发展提供坚实服务配套体

系保障，让农副产业能够更好地在

洛阳蓬勃发展。

段玉国千层底下“针功夫”

一村一策 一居一策

临颍深耕细作创“五星”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投放7500万元
用于洛阳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建设

薛振山

六年从警路 一片为民情

光山县司马光小镇升辉合作社从湖北省洪湖市引进的高品质菱角喜获丰收。8月15日，该合作社的农民正在水中采摘菱角。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董瑜
雪）8月15日，在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北

区，记者看到了一个能容纳一市四县

生活垃圾的“大胃王”——新乡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整个厂区干净整

洁，烟气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

“每天，有近2000吨垃圾送入这

里进行集中处理，主要来自新乡市

区、延津县、卫辉市、新乡县和封丘

县。”新乡市首创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垃圾焚烧发电厂解决了

一市四县垃圾围城的问题。垃圾来

到这里后进行焚烧发电，真正实现了

良性循环。

新乡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

投资 8.2 亿元，自 2020 年 10 月正式

运行以来，累计处理垃圾达100多万

吨，一改以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垃圾，

通过焚烧发电，年用垃圾发电量

21883.01 万度，真正实现垃圾的无

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目标，从

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围城和环

境污染问题。

延津一发电厂每天
“吃”掉两千吨生活垃圾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白贺阳）

“要是早知道红薯叶还能做成茶叶，我还

能穷半辈子吗？”8月 15日，在上蔡县黄

埠镇的小王营村，村民宋留德在红薯地

里边采摘红薯叶，边发出感慨，“这哪是

红薯叶呀，简直就是在红薯秆上采‘黄

金’啊！”

采摘好的红薯叶，经过清洗、晾晒、

精加工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全新的

产品——红薯叶红茶，村民给这种红茶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王营红”。“王

营红”红薯茶叶的创始人王留彦向记者

介绍：“最早我提出要把红薯叶做成茶叶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异想天开，根本不

相信红薯叶能做成茶叶！”但是王留彦并

未放弃，他搜集与红薯叶相关的数据研

究报告，与驻村工作队深入交流，最终获

得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与驻村工作队一

起，多次赴国内著名红茶产区，邀请知名

红茶制茶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研制开发

红薯叶红茶。

“第一次请父老乡亲们品尝‘王营

红’时，大家都说好喝！”王留彦告诉记

者，茶艺师品鉴后认为，“王营红”条索紧

结、乌黑亮泽，茶汤红艳厚实、清澈明亮，

滋味醇香甜润，是红茶中的“新秀”。“以

往一亩地，没有深加工，收入在几千块

钱，现在一亩地的产值在1万元左右，理

想状态能达到1.5万元。‘王营红’推向市

场以后，反响很好，接下来我们打算流转

更多的土地，吸纳更多村民，跟我们一起

经营‘王营红’这个品牌，努力把它打造

成小王营村的特色品牌，让大家一起致

富，争取让‘王营红’红遍全国。”王留彦

说。

上
蔡
王
留
彦

把
红
薯
叶
做
成
红
茶

（上接第一版）

依托“归园田居·关家村”旅游

品牌，关家村实行“党支部+合作社+

企业+农户”模式，将35处闲置宅基

地改建为民宿。

“民宿项目建成运营后，群众可

以获得租金收入，村集体能够获取

10%的运营收益，一举两得。”关家村

村委委员周西岭很看好这个项目。

村民马永强在郑州一家公司当

司机，月收入 5000 多元，现在辞了

工作回老家投资30多万元，要开一

家“关家菜馆”。“现在村里路顺了，

环境美了，光‘稻草人’一年的客流

量就有十几万人，加上村里的民宿

建好了，我的饭店绝对挣钱。”

665 口人的关家村有 37 名党

员。

十年来，37颗“星星”都是恒星，

持续闪闪发光，这些光也点亮了其

他人。全村十几名志愿者也成了群

众心中的“明星”，他们冲锋在疫情

防控、防汛防灾、卫生整治的一线，

和党员们一道，迈步在“五星”支部

创建的征途中。

一名党员一颗星，个个支部创

“五星”，村民争做文明星。中牟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可艳这样认

为，中牟县通过“五星”支部创建和

“星级文明户”认领创建相结合，基

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得到大幅提升，

高素质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已经成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在河南，有4万多名农村党支部

书记，有200多万名农村党员，繁星

满天，他们一道为群众点亮万家灯

火，照亮中原乡村。

党员，是乡村星空最亮的星。

一颗心 满天星
振 兴 路 上 有 故 事

生活垃圾焚烧可发电

延津一发电厂每天“吃”掉两千吨垃圾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通讯员董瑜雪）8月 15日，在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北区，记者看到了一个能容纳一市四县生活垃圾的“大胃王”——新乡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整个厂区干净整洁，在外面闻不到异味，烟气排

放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

“每天，有近2000吨垃圾送入这里进行集中处理，主要来自新乡市、延

津县、卫辉市、新乡县和封丘县。”新乡市首创环境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垃圾焚烧发电厂解决了一市四县的垃圾围城的问题。垃圾来到这里

后进行焚烧发电，真正实现了良性循环。

新乡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投资8.2亿元，自2020年 10月正式运

行以来，累计处理垃圾达100多万吨，一改以填埋方式进行处理垃圾，通过

焚烧发电，年用垃圾发电量21883.01万度，真正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减量

化和资源化处理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围城和环境污染问题。

据悉，该发电厂还通过劳动就业优先政策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垃圾

焚烧项目与周边居民发展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