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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王博 赵明辰

农历腊月二十四，嵩县饭坡镇沙坡

村已沉浸在年的热闹氛围中，道路平坦，

街道通畅，雪后的农耕文化园张灯结

彩，不少群众已摆摊卖年货，游乐场里

的七彩滑道不时传来儿童的欢笑声……

沙坡村面向陆浑湖，背靠当地有名

的禹王山，有13公里环湖公路，历史文

化厚重，山水资源丰富。几年前，沙坡

人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重要原因

是该村道路通行条件差。

2020年，借助嵩县“湖山圣域环湖

旅游路”提升改造的东风，沙坡村修复

了“禹王台”，建设了农耕园，成功创建

3A 级乡村旅游风景区。去年春节假

期，日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

一条路改变一个村，沙坡村因路而

富，是嵩县大力实施公路提升改造，由

点串线、连线成片、串珠成链，打造多个

“一带一韵、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风貌

带，留住乡愁，留住游客，促进农文旅融

合，发力乡村振兴的缩影。

串出风景线

时间进入 2023年，随着国家疫情

防控不断优化调整，嵩县白云山、木札

岭景区和“白云小镇”天桥沟、顶宝石等

景区的自驾游营地人满为患，“冰雪经

济”热起来。

“游客蜂拥而至，不仅是这里有绝

美的风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路好走

了’。‘郑西高速尧栾段’开通后，从郑州

到白云山仅需两个半小时。”顶宝石村

“云合山间”民宿主黄磊介绍说，昔日坑

洼不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也

为民宿增添了亮色，1月 10日，全国旅

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定公示，“云合

山间”入选甲级民宿。

近年来，嵩县着力打造“一点多廊”

“三环叠翠”新格局：陆浑湖国家湿地公

园“点亮”，洛栾快速通道、洛栾高速公

路、尧栾西高速公路“多廊”；环陆浑湖，

环县城，环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三

环叠翠”。

去年，嵩县重点谋划了“生态伏牛

1号”“湖山圣域百里画廊”“嵩县爱你”

“三条旅游公路”，473.2公里投资约20

亿元。互通互联，由白变黑，由断变通，

串联起全县 13个乡镇，助推了全域化

无目的地沉浸式旅游新方式的形成。

如今，旅行嵩县，路在景中，景在路上，

多彩养眼，“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

的感觉扑面而来。

串出文化线

一条旅游公路，连接的是乡村与城

市，打通的却是突破与希望。

冬日的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中华

秋沙鸭栖息过冬，数千只豆雁云集翱

翔，场面壮观。“环湖公路”上游人如织，

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用相

机定格这美丽的瞬间。

近年来，嵩县加快推进“山城”向

“湖城”转变，加速构建“一心两翼三片

区”新型城镇化格局，着力做好“养湖、

观湖、享湖、亲湖、品湖”五篇文章；加快

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国家重大战略，讲好黄河文化“嵩县

故事”；擦亮伏牛山水“金字招牌”，做强

“嵩县爱你”营销品牌，打造“沉浸式”文

旅目的地；持续办好了“中国·嵩县黄河

文化”与二程理学当代价值高层论坛、

中国嵩县伊尹文化高层论坛；依托“三

环叠翠”旅游公路，串联产业、生态、人

文、历史、乡村旅游、研学旅行、精品民

宿、露营基地、景观打卡地等，提升春赏

花、夏避暑、秋采摘、冬冰雪等文化系列

主题活动，打造了文化精品游，文化文

旅文创产业持续“出圈”。

2022 年 8月，首届全鱼宴大赛烹

出家乡味儿，清蒸鲂鱼、酥炸银鱼等赢

得游客纷纷说“中”。伏牛山山珍节的

佳肴美味与现场演绎交相辉映，在何村

乡箭口河国潮美食节上，羊肉串、小龙

虾、冰啤酒唤醒游客的味蕾，流行音乐

嗨爆全场，点燃夏日激情。据统计，

80%是来自嵩县之外的游客。

兔年春节将至，嵩县已提前布局，

就“百戏闹新春·欢乐中国年”“千年古

文化·万物中国风”等五大活动做出具

体安排，融合民俗表演、国潮文化、非

遗文创等，努力营造浓厚新春文化氛

围。

串出产业线

“农旅文”融合，产业基地变“网红”

打卡地。“湖山圣域百里画廊旅游公路”

穿越城关镇叶岭村，去年该村村民通过

发展丹参种植和乡村游过上了好日子。

1月 10日，该村举行了分红仪式，

村民喜领91万元分红。该村党支部书

记董广聚说：“路通了，来旅游的人也多

了，产品运得出去了，集体经济变强

了！”

修通的是路，连接的是心，看到的

是景，通达的是富。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冯刘克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暖意融融。1

月15日，位于郑州市国基路的陈砦花卉

市场迎来了较大的客流量。“从农历腊

月二十开始，年宵花市场逐步升温，目

前我们市场每天的花卉销售量已经达

到平日的两倍多。”陈砦花卉市场办公

室主任宋利敏介绍说。

花卉绿植是一种即兴消费品，不

属于人们的生活刚需，往往是兴致来

了，买上几盆。但是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环境营

造、个人情志满足提出了更高要求，

年宵花逐渐成为大家备年货的选品

之一。

走进陈砦花卉市场，最惹眼的是

成片成片的蝴蝶兰。蝴蝶兰花形漂

亮、花色鲜艳、花朵稠密、花期较长，是

每年年宵花市场备受欢迎的传统花

卉。“十棵八棵蝴蝶兰能盛满一大盆，

往房间里一摆，立马就能出来红红火

火、热热闹闹的效果，特别适合春节期

间烘托喜庆氛围。”宋利敏说，“今年的

年宵花市场，蝴蝶兰仍然是当仁不让

的销量第一。”

凤梨的顶端呈现一团红色，商家

又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鸿运当头”；反

季节牡丹寓意着“花开富贵”；近年来流

行的北美冬青，每个枝条上都挂满了

密密匝匝的红果，显出了“硕果累累”等

景象。“这些寓意都显示出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宋利敏说。

“年宵花市场大概能够持续到正

月二十。我们的商户备货充足，春节

期间不休息，全力保障市场供应，让大

家都能在红火喜庆的家庭氛围里团团

圆圆。”宋利敏说。

农业强国看河南农业强国看河南 农业科技创新篇农业科技创新篇

科技赋能农业 乡村振兴加速

张
峰
制
图

□本报记者 董豪杰

1月7日，伊川县最低气温降到零

摄氏度以下。外面天寒地冻，伊川县

鸦岭镇岭上绿色农业公司的大棚里，

却温暖如春，精心繁育的健康红薯种

苗，正茁壮成长。一个多月后，这里繁

育的健康红薯种苗将在岭上“遍地开

花”，生产可口的岭上硒薯。

素有红薯种植传统的伊川县，搭

乘科技东风，正走出一条产业转型升

级、产品提质增效、农民收入日益增加

的新路子。

从实验室到繁育大棚，健康的红

薯种苗让种植不再惧怕病毒病危害，

产量质量有保障；提早种植、提前收

获，鲜食红薯打出时间差，价格“水涨

船高”。河南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王自力介绍说，2月底3月

初，本不是春红薯的种植季节，但采用

小拱棚保温、滴管等多项技术措施，早

种植、早收获的甘薯，能够获得更高收

益。

去年，在省甘薯杂粮产业技术体

系、省农科院、洛阳农林科学院等专家

团队的支持下，伊川县有了岭上硒薯

富硒生产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伊川县红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

入新阶段。

100多公里外，获嘉县卫河边的

坡地上，利农种植合作社的1000亩小

麦长势不错，合作社负责人周杰伟时

不时要去查看苗情，“好久没下雨，怕

旱喽。”

周杰伟这样的种植大户，对水肥

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介绍说，冬春小麦

怕旱、开春怕倒春寒，减少产量损失，

得靠浇水；播种底墒、春季追肥，保障

高产，也缺不了水肥。

在周杰伟眼里，浇水次数和质量，

直接和粮食产量挂钩，这恰恰又是种

植大户的短板——种植面积大，浇水

周期长；农村缺劳动力，浇水难。

从去年开始，跟周杰伟一样，获嘉

县的种植大户再也不用为浇水发愁

了。在省土肥站、获嘉县土肥站的指

导下，周杰伟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

在作物种植时，便一体化铺设滴灌带，

种、肥、滴灌带同时进田，为浇水打好

基础。

现在，周杰伟只需要在浇水时打

开阀门，就可以实现大面积快速灌溉，

省时省力，还可以同时施肥，精准把控

水肥量，也节省了不少成本。

获嘉县农技推广中心土肥站站长

王庆安介绍说，滴灌设备、技术进大

田，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和大量施肥

等习惯，能够根据粮食作物生长阶段，

及时、精准补充水肥，走出了一条节水

节肥的高效种植之路。

河南是食用菌大省。连续18年，

河南食用菌产量、产值均居全国首位，

仅伏牛山沿线的 8个香菇种植大县，

产量就达到 3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

的30%。

（下转第二版）

嵩县 串珠成链乡村蝶变

1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

国北方传统小年。尽管室外天寒地

冻，但在南阳车务段邓州火车站的职

工食堂内却暖意融融。

和面、拌馅、擀皮，几名职工忙着

包饺子。“尽管今年过节回不了家，但

在车站一样有家的感觉！”车站客运员

韩小林笑着说。

春节临近，为了让这些远在异乡

的职工在岗位上也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邓州火车站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让浓郁的“年味”处处弥漫。

“今年过年正好值班，也没有机会

回老家跟爸妈吃团圆饭了。既然选择

了客运岗位，就要尽心尽力为旅客做

好服务。”客运员闫小林今年是第二次

参加春运，谈到新年愿望，她说，“随着

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今年的客

流将大幅增长，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

康，全力保障春运服务。”

在车站会议室，青年职工们将散

装的灯笼部件有序地摆在桌面上，你

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安装步骤。连接

员杨亚恒说：“我要把灯笼挂到宿舍门

口，让伙计们都沾沾喜气。”

在生活区，青年职工细心感受“年

味”。在工作区，值班人员则精心营造

“年味”。

14时30分，当白天时段最后一趟

列车驶出车站，一部分客运职工开始

清扫候车室的卫生，其他人则开始张

贴窗花，一片忙碌。

“今天是小年，我们拍个视频，提

前给全段的职工拜个年吧！”在客运值

班员张振的提议下，大家手捧火红的

“福”字，还有俏皮的生肖兔贴画，面对

镜头送出了内心最真挚的祝福。

包饺子、挂灯笼、贴窗花、送祝

福……邓州火车站浓郁的“年味”将职

工与车站这个“大家庭”紧密联系在了

一起。

（曹相飞 赵向阳）

□本报记者 丁需学

1月 12日，在鲁山县四棵树乡合

庄村山脚下的小河旁，木柴火燃烧正

旺，大铁锅里热气腾腾，56岁的脱贫

户李春东正领着七八名村民杀猪宰

羊。煺毛、剥皮、分割、称重，忙而不

乱。旁边，四五名游客饶有兴趣地观

看着，等待着宰杀好后购买。

羊圈边的山坡上，数十只小羊或

卧或四处溜达；不远处的山坡上，几十

头小猪四下里寻食。

“游客都说我喂养的跑山猪和白

山羊好吃，每年一进入腊月，就有游客

开始预订，这几天每天宰杀十来头

（只），自己一家忙不过来，就让乡亲们

过来帮忙。”李春东说。

李春东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攻坚工作全面展开后，踏实肯干的

李春东在村党支部书记于京涛的帮助

下贷款5万元养猪养羊。“小羊小猪养

大后，留下健壮的母羊、母猪下仔，自

繁自育，滚动发展。”李春东说，2017

年年初，他家退出贫困户行列。

合庄村处于深山区，饲草资源丰

富，李春东每天一早将猪、羊赶上山让

它们自行觅食，临近黄昏时再将它们

赶回圈里。因此，李春东养的猪羊所

产肉品质高、味道香。

近几年来，李春东每年养殖跑山

猪 100多头、白山羊 200多只。“进入

腊月到现在毛收入在 50 万元左右

吧。”李春东对今年的收入很满意。

靠养殖，李春东家里盖起了 216

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去年还添置了一

辆十几万元的小汽车。

“李春东是我们村脱贫致富的典

型代表，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已有5户

村民开始养殖跑山猪、白山羊。”于京

涛说。

年宵花市场火爆

车站如家年味浓

脱贫户住楼房开轿车

□本报记者 孙雅琳 通讯员 谢辛凌

1月 12日上午，沈丘县周营镇谢营村卫

生室，54岁的村医王东民，在观察室与诊疗

室之间来回忙碌。

临近中午，王东民安排好候诊村民，背起

药箱，骑上电动车，前往离村卫生室不远的

83岁老人谢孟氏的家中。谢孟氏因脑梗后

遗症行动不便，前几天不慎摔倒后又出现发

热症状，在医院就诊后回村里调养，她是王东

民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对象。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还反复发烧吗？”考

虑到谢孟氏还有其他基础病，王东民每次来都

会对她的健康状况仔细检查，确定没有大碍

后，才放心离开。“有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王东民叮嘱谢孟氏的大儿媳注意事项后，便收

提起药箱，匆匆赶回村卫生室服务候诊的病人。

王东民说，他不断给村民普及防护和用药常识，

不过病毒传播速度还是超出了预料，好在村卫生室储

备的退烧类药品足够多。

“王医生,我多次检测都是阴性，但总感觉浑身不舒

服，这是不是隐性感染？”一个村民在电话中问王东民。

王东民这头刚耐心解释完没多久，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我的电话24小时畅通，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接

到电话后，我都会立刻赶过去。”王东民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丽
丽）“现在，我宣布，‘精彩漯河’十大群

众文化活动暨 2023年漯河市文旅体

促消费启动！”1月 14日上午，在漯河

市源汇区螺湾古镇，随着漯河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常英敏铿锵有

力的声音传出，标志着由漯河市委宣

传部联合市文联、市文广旅局、市沙澧

河建设运行保障中心策划组织的群众

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据悉，“精彩漯河”十大群众文化

活动涵盖“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漯河市线上展示、“盛世梨园我来演”

戏曲联演、“秀水天来漯在其中”十里

灯廊百里灯河梦幻沙澧景观展示等十

大项 150多个精彩的群众文旅活动，

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种旅游

要素，为传统佳节增添浓厚的喜庆、祥

和氛围。

“这次活动既是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也是漯河市推出的提振文旅体

行业信心，激发文旅体市场消费潜力

的一项重要举措。”源汇区委书记王奇

山在启动仪式上说，系列活动将进一

步让经济“热”起来，人气“聚”起来，消

费“火”起来，生活“乐”起来，为经济消

费复苏、活力重塑、信心提振贡献力量。

漯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于林

智表示，希望各项活动的责任县区、责

任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筹备，确保安

全，全方位、多维度开展好服务好各项

文化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基

层，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漯河

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新华社北京 1月 15日电 记者15日从

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日前公布了“人民治

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南泥湾

渠、密云水库、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和白鹤

滩水电站等117项治水工程入选。

水利部称，举行“人民治水·百年功绩”

宣传推介活动，旨在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

在1921年至2021年间不同历史时期领导

人民治水兴水的生动实践、伟大成就。

入选的117项治水工程中，有东华陂、

南泥湾渠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治水工

程 12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

利枢纽工程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治水工程 37项，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东中

线一期工程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的治水工程47项，松花江干流

治理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治水工程21项。

水利部公布117项
“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

全省高质高效技术集成推广
全方位推进，探索出“专家+技术指
导员+示范基地+科技示范主体+
辐射带动户”的链式推广服务模

式，遴选发布省级主推技术201
项、市县级1000多项。

全省培育近万名农业科技示

范主体，建设264个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农业主推技术到位

率95%以上。

“精彩漯河”十大群众文化活动启动

贴
心
守
护

随
叫
随
到

全省农业生产全过程标准逐步
完善，河南农业领域国家行业标准

达97项，累计发布实施省级农业

地方标准575项、市级技术规程

1000余项、团体标准20项。

1月12日，汝阳县柏树乡漫流村召开合作社分红暨榜样表彰大会，村集体拿出26万元为592户村民发放
食用油、大米等年货，并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五美庭院、好公公、好婆婆等。 康红军 摄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数说农业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