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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安 李德伟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

严谨的学习和工作态度！”1月11日，说起5天前发生

“点灯”一事，徐明有了这样的感慨。

1月6日，伊川县白元镇常峪堡村，洛阳广发青铜

技艺博物馆迎来三位特殊的客人——河南大学美术

学院研究生孙金杰以及她的父亲和擅长摄影的弟

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相关数据资料采集工作，“全

家总动员”，父亲和弟弟成了她的助手。

接待他们的是“古铜张”第五代传人、该博物馆副

馆长徐明。徐明说，这是孙金杰第二次来，她还带来

了牛油燃料，现场“点灯”研学。

为了完成《关于汉代釭灯造物智慧》论文，去年7

月，孙金杰第一次来时，徐明带她参观了“失蜡法”制

作青铜器108道工序的工艺流程，并对长信宫灯和实

验课题进行了探讨。

徐明说，长信宫灯是古代的一种环保灯具，有“最

早的空气净化器”之称，被誉为“中华第一灯”。宫灯

主题为一跪坐的宫女铜像，铜像体内中空，宫女右臂

与衣袖形成铜灯灯罩，可以自由开合，燃油产生的灰

尘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装水的宫女体内，起到净化

空气作用，环保理念体现了古人智慧。

探究古人智慧，钻研造物神奇。这次孙金杰做了

充足准备，不仅带了牛油、空气检测仪等，还动员了远

在兰考的弟弟和父亲。徐明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积极

配合，两天时间先后两次做了“燃烧牛油、油烟是否经

水过滤的空气质量对比”实验。

孙金杰严谨细致，细心观察，认真做好各种数据

记录。徐明很感动，实验过程中发了几条抖音和微信

视频号，鼓励、点赞。他为师妹的选择欣慰自豪，希望

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走近青铜器。

洛阳广发青铜技艺博物馆内，藏品500多件，展

示了中国的灿烂文明。2019年 5月，博物馆开馆，成

为河南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大学、新密雕塑学院等院

校实习基地，是游客和青铜爱好者“触摸”青铜文化、

感受古代礼仪、研究历史的重要场所，先后接待、服务

近万名学生参观学习、动手实操。

“古有凿壁借光，今有带油点灯。”“加油！加油！

伊川青铜器又‘亮’了！”网友纷纷点赞孙金杰的治学

精神，盛赞伊川青铜仿古工艺精湛。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 王国庆

1月9日，天气寒冷，但是太康县大许寨镇脱贫户张

峰心里却暖意融融。为让张峰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

节，一天前，该县巾帼创业者协会会长于赵玉和县好人

协会志愿者张梦给他送来了近千元的节日生活用品。

“逢年过节都给俺送生活物资，真不知道该向她

们说啥好了。”看着桌子上摆放的米面油等节日生活

物资，张峰动情地说。

今年 47岁的张峰是大许寨镇张楼村人。15年

前，因患脉管炎，他左腿截肢。10年前，由于脉管炎

复发，为保生命，他只好再次截掉了右腿。2013年，

在别人介绍下，于赵玉和张梦开始帮扶张峰，给他送

钱送物，10年来雷打不动。

在太康县，于赵玉、张梦帮扶的像张峰这样的脱

贫户共有 42户。符草楼镇刘清占村的刘某程和其

10岁的儿子小晔也是其中两位。

8年前，小晔突然发起高烧，经到医院检查，被诊断

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简称DMD）。“医生说，这种病是

世界罕见病，几乎无药可救。”提起儿子，刘某程两眼噙

满泪花。为帮助小晔治疗疾病，于赵玉和张梦第一时间

给小晔送去了数千元的医疗费。随后，她们又组织协会

志愿者先后三次为小晔募集了近2万元的医疗费。由

于治疗及时，如今小晔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屋漏偏逢连阴雨。2020年 5月，刘某程在体检

时被查出白血病，得知检查结果，刘某程几乎对生活

失去了希望。“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扛，一定要树立生

活的信心。”1月9日下午，于赵玉和张梦来到刘某程

家里，再三鼓励他说。

从刘某程家里离开，于赵玉和张梦又驱车30公

里来到转楼镇谢庄村村民谢某永家里。今年72岁的

谢某永，其儿子在几年前因病去世，随后儿媳撇下一

对年幼的儿女改嫁他乡。多年来，老人含辛茹苦独自

一人抚养着孙子孙女。

“闺女，又来看我们了。你俩真是打着灯笼都难

找的好人啊！”看到于赵玉和张梦提着米面油等走进

院子，谢某永和孙子孙女赶紧迎了上去。

离开谢某永老人的家，于赵玉和张梦又匆匆赶往

下一个脱贫户家中。几天来，为早一些把节日物资送

到帮扶脱贫户手中，于赵玉和张梦马不停蹄，一个乡

镇又一个乡镇地奔波。1月9日，二人最终将她们帮

扶的42户脱贫户全部走访慰问结束。

当日傍晚7时许，华灯初上。于赵玉和张梦慰问

结束，在回城的路上，她们感觉两腿酸沉，可是一想到

在慰问中，脱贫户们感激的目光和感谢的话语，二人

感觉身上的疲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人相视一

笑，脸上露出了笑容。“只要能让脱贫户生活幸福，我

们再苦再累都值得。”透过车窗看着黑夜里闪烁的灯

光，于赵玉和张梦坚定地说，“这个扶贫路我们会坚持

一直走下去。”

能人回乡
带富一方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聂金锋

1月 6日，临近春节，华灯初上，在卢氏县特色

商业街两侧，一盏盏夜灯照亮了沿街众多流动小

吃摊。“给我夹个饼，炸一个鸡排，再加点生菜和青

椒。”“好的，您稍等，马上就好。”

在一个铁板烧夹菜摊位前，摊主杜新强一边

向顾客热情地回话，一边麻利地把穿好的鸡排放

入沸腾的油中，来回翻炸。片刻间，鸡排就呈现出

了金黄的色泽，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杜新强是卢氏县文峪乡南窑村人，今年 30

岁，之前一直在上海打工，2022年8月返回家乡。

“这几年在外边打工，工资也不多，收入和花

销基本上持平，略有盈余。去年 9月我家孩子出

生，需要人照看，我和媳妇就决定不去外面打工

了，我们花 1万多块钱买了一套铁板烧夹菜的设

备，开了个流动小吃摊，挣点钱。”杜新强说。

每天早上 7点多，杜新强就到菜市场去选购

食材，采买完成后，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加工，中午

吃过饭就匆忙赶到市场，和爱人要守到夜里11点

多，每天如此。“现在疫情影响慢慢减弱，社会正在

向好的方面发展，正是干事的好机会，只要不怕

苦、能出力，这光景就会越来越好。”杜新强一边忙

着手里的活，一边笑着说。

在铁板烧夹菜摊的边上，杜新强的爱人配了

一个袖珍的“热奶宝”摊，一盏直播灯，一张小桌，

一个电饭煲，一盒奶油，外加一些小零食就是全

部的家当，虽然简单却功能齐全。每天晚上，马

路牙边，杜新强卖铁板烧夹菜，他爱人卖热奶宝，

一个晚上能收入500元左右。两个人忙的时候，

各干各的。一边忙一边闲的时候，两个人就聚到

一起忙。两边都闲的时候，两个人就有说有笑地

聊天。

在特色商业街，像杜新强这样的还有几十

家。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用

奋斗的青春点燃了夜空中最绚丽的人间烟火。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刘铠

1月 9日，在鲁山县张店乡白庄村的一家养猪

场，种猪区内，数百头原种长白、大白、杜洛克公母

猪膘肥体壮；母猪区内，一窝窝小猪仔在欢快地吃

奶；商品猪区内，上千头大白猪刚刚吃过食，躺在

“单人间”内“蒙头大睡”。

“虽然近期猪价波动大，但我们公司不怕，因为

我们加入了‘复养保’生猪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今

年38岁的张富财说。据悉，“复养保”生猪综合金

融服务体系是由中原农险推出的系列生猪高保障

养殖保险与新版价格保障保险，系统化降低企业复

养风险，张富财是第一批加入该体系的养殖大户。

张富财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不错的事业单位

工作，2018年辞职正式接手父亲的养猪场。在张

富财的现代化经营管理下，养猪场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他名下已有4个养殖公司，年销售种猪2000

余头，出栏商品猪30000余头，产值达8000余万

元，共解决了 50名乡亲就近务工，每人每月能拿

到3500~8000元不等的工资。

张富财的养殖公司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优中选

优，培养出二元杂交种猪，这些种猪一只母猪一窝

能产活崽15~20头，一年平均能产2.2窝，在行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种猪甚至销到了上海和广州的大型

养猪场。由于品种优良，加上现代化、工厂化的管

理，公司的三元商品猪也个个体形丰满、瘦肉率高，

深受南方一、二线城市市场的欢迎，销路不愁。

张富财说：“农村有句俗话叫做‘有利没利常

在行’，养殖业贵在坚持，咬咬牙度过了低谷期，就

会迎来一个高收益的黄金期。”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白东亮

1月 9日上午8时，在舞钢市尹集镇清凉寺村电

商基地服务中心，5个直播间内的工作人员开始直播

销售产品；服务中心院内，工人忙着给网购客户装货

发货。

该电商基地总经理赵军说：“俺今天要向客商发

运‘兔菇香’牌香菇酱两万瓶，其他卤菜、香菇粉、面

条等产品 300多件。兔年来了，各地客商首先是看

中了俺村电商产品的质量，其次是基地注册使用的

‘兔菇香’商标品牌给消费者带去了美好祝愿。”

赵军今年 53岁，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曾在中粮

集团下属公司做过高管，后来在深圳华昱集团公司

工作3年。2019年 5月，为了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

生活，他辞职来到舞钢市创业。通过考察，他决定在

妻子的家乡尹集镇清凉寺村发展香菇种植。当年，

他在岳父魏广兴的协助下，在村里流转 12亩土地，

建起 5个香菇大棚，种植香菇 5万棒。经过精心管

理，当年获利20万元。此后，他扩大种植规模，2021

年、2022年种植规模达到10万棒，年收入50万元左

右。赵军不仅自己实现了创业意愿，同时也带动清

凉寺村和相邻村30多户农户发展香菇种植致富。

香菇种多了，销售有时会出现旺季卖菇难，为了

打破这一瓶颈，通过一番精心思考谋划之后，赵军决

定以香菇种植为龙头，创立品牌，延伸产品产业链，

开辟食品行业，自建电商销售基地，形成电商集群化

销售团队，用集束炸弹效应去攻破销售难这座堡

垒。赵军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尹集镇党委、镇政府和

帮扶单位舞钢市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帮

助办理相关手续，协调支援相关设备。

2020年，赵军根据妻子、儿子都属兔，兔子爱吃

蘑菇的创意，设计注册了“兔菇香”食品商标品牌。

接着又投资30多万元改建旧村室和旧村室大院，建

成了舞钢市第一个村级电商销售基地，即舞钢市尹

集镇清凉寺村电商服务中心。同时，在尹集镇百草

园AAA级景区村姬庄村分设了两个电商直播室，辐

射两村600多户农户和全镇10多家果蔬、药茶、中药

材生产基地。

2021年，赵军又投资筹建了“兔菇香”卤菜系列

产品，主要有卤猪头肉、羊头肉、猪蹄、羊蹄、猪肝、大

肠、烧鸡等产品，加上原有的香菇、香菇酱、香菇粉、

香菇面条、香菇干等几十个产品，很快打开了市场销

路。2022年，赵军采取电商直播与实体店相结合的

经营模式，开办起3个“兔菇香”品牌餐饮店。

目前，香菇生产基地、电商基地、品牌餐饮店全年实现销售

（经营）收入400多万元，直接带动了清凉寺等村20多人就业，

每人平均月工资3000元左右，每年支付用工工资70多万元。

在赵军的会客茶室内，墙上裱挂着两幅书题：“生如蝼蚁，

当立鸿鹄之志；命薄如纸，应有不屈之心；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路虽远，行则

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李振阳 丁昌铭

1月 7日，刚参加完信阳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的政协委员潘之保，一到家就立即脱掉会议礼服，

换上日常的工作服，投入到了放羊和卖羊肉的行

列中。

32 岁的潘之保是固始县徐集镇顺河村人，

2014年从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广州

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其间多次受到公司嘉奖，并很

快当上公司主管。但他考虑到双目失明的父亲和

体弱多病的母亲，在城市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毅

然回到了家乡。

回乡后，潘之保一边照顾父母，一边转包土地

从事农业种植。2016年他家被识别为贫困户，在

村里及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潘之保开始积极地

从事山羊养殖。经过几年打拼，潘之保不仅还掉了

5万元贷款，还一举脱贫，成为全乡的富裕户。

目前，潘之保不仅常年转包土地300多亩，还

年饲养山羊 300多只，出栏山羊 200多只。他饲

养的山羊都是吃青草料长成的农家羊，肉质细腻、

蛋白质含量高，深受城乡消费者好评，产品畅销县

内外，光养羊一项年纯收入在30万元以上。

由于潘之保年轻有文化，肯钻研，这几年，他把

养殖山羊学的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们，与69户农

户、5家养殖场合作，为其提供种羊，为养殖户提供

技术服务、负责销售等，受到全镇干群一致好评。

近年来，潘之保看到镇村两级积极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于是，他找到村

党支部、村委会，自掏腰包 1万元捐给村里，为改

善村里人居环境出了一份力；春节前夕，他还为村

里16名五保老人每人分发5斤羊肉。

2022年 4月，潘之保被评为“2021年度感动

固始人物”，2020年 3月，荣获固始县“金钥匙”称

号，受到县总工会的表彰，2022年12月下旬，经市

县统战部门联合考核，他光荣地当选为政协六届

信阳市委员会委员。

□李振阳 朱丝语

“养殖獭兔让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找到了人生出彩的机

会。”1月12日，在淮滨县台头乡贺店村腾翔獭兔养殖合作社，

负责人邓敏告诉笔者。在邓敏的养殖场里，一排排兔舍整齐划

一，皮毛雪白的獭兔憨态可掬，扭动着肥硕的身体咀嚼着蔬菜。

13年前，邓敏一直在外打工，随着孩子长大上学、父亲年

迈，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成了她最大的愿望。2011年，在朋友介

绍下，邓敏决定返乡创业，拿出多年积蓄建设兔场。

建设兔场，引进种兔，苦学技术，参加培训……虽历经艰

辛，但在邓敏的努力下，兔场从无到有，逐渐步入正轨，獭兔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兔子繁殖能力强，每只种兔一次能够繁殖

幼崽7~8只，一年能繁殖12次。为了保证幼兔质量以及种兔

的健康，我就把种兔的繁殖次数控制在7次左右，一年一只种

兔就能繁育50多只幼兔。”谈起自己养殖的獭兔，邓敏的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保证无公害绿色养殖，邓敏将收来的花生秧晒干粉

碎，压缩成颗粒状，用作獭兔的饲料，并每周定期给獭兔消

毒。她养殖的獭兔毛色洁白浓密，体格健硕，很受市场欢迎。

邓敏给笔者算了一笔账：“獭兔全身都是宝，不仅兔肉受欢

迎，这几年獭兔皮的价格也一直很好，市场供不应求。獭兔每

到出笼，来自山东、河北的买家都会上门来收，每只獭兔能卖到

60元以上，一年可出笼1万多只商品兔，年利润达20多万元。”

提及未来，邓敏满怀激情：“我计划在家乡打造出自己的

兔肉品牌，并把皮毛进行深加工，制成兔毛裤、兔毛靴等产

品。同时成立专业合作社，吸引更多的獭兔养殖户加入，带

动大家共同致富。”

▶1月9日，汝阳县三屯镇新建村群众收到大米、食用油后高兴不
已。新建村李红恩、杨新建等人投资240万元成立了汝阳县旗杆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在该村种植水果柿子等500余亩。临近春节，为感谢父老乡亲
的支持，该公司向全村群众捐赠了生活物资，并送去新春祝福。 康红军 摄

潘之保“羊倌”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杜新强 摆摊卖小吃点亮“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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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尉氏县蔡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站工作人员和镇
医护人员走进返乡人员家中进行慰问，鼓励、引导他们返乡创业就业，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温暖和关心。 李新义 摄

张富财 回乡当“猪倌”走上致富路

李伟旗 种植小生姜探索大产业

邓敏
养殖獭兔实现家门口增收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郭文华

1月 9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益康农业公司院

内，公司负责人李伟旗和员工老李在1号冷库为客

户抬出满满的最后一箱生姜，为过去忙碌的一年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22年生姜种植规模接近200亩，平均亩产

达 15000斤，纯利润达 12000余元。这是种植生

姜几年以来，收成和效益最好的一年。”李伟旗高

兴地说道。

今年56岁的李伟旗2014年回乡创业，流转土

地600余亩发展种植业，并于2019年从山东生姜

研究院引进全新产品“生姜1号”开始试种，当年就

获得了大丰收。2020年，他斥资100多万元修建

了储藏地窖，有效提高了生姜种植产业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同时，他还花费 17万元引进了

以色列的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精准

浇水施肥，大大提高了生姜品质和产量。

“我种的生姜皮薄、肉嫩、味辣、鲜

脆，所以每到收获季节都会有很多外地客商抢购，

根本不愁销路。”说起自己的种姜经，李伟旗很有

自己的一番心得。

目前，益康农业公司已经研发推出了姜丝、姜

茶、姜糕、姜糖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也研发了相

应的洗姜机等配套设备，同时与平顶山市的企业

合作，生产生姜洗发水，通过不断探索，把生姜产

业链条拉长、产业做大。

益康农业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辐射

带动全县多个乡镇的农户种植生姜，推广种植面

积近2000亩，形成了蓬勃发展的生姜产业。由于

该公司示范作用好、辐射带动能力强，因此被选为

宝丰县唯一一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李伟旗

本人也被授予“宝丰县十大乡土人才”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