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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逢春故道逢春··““东和环保杯东和环保杯””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④④

田庙乡万亩杂果园一角。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万人纷至为踏青，百花竞绽俏争春。4月 7日，黄
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聚焦全媒体报道组来到生态之乡
——虞城县田庙乡。

春雨初停，点点梨花带雨，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与
周边使劲生长的绿树相映成趣，使人仿佛走进了天然氧
吧。深吸一口新鲜空气，令人倍感神清气爽。

然而，高庄村 82岁老人高雨耀却没这份闲情雅致，
顾不上欣赏家门口的风景。清明过后，他家十多亩葛花
已陆续开花，前来采摘、订购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大早，他和家人就开始忙着采摘葛花，这是一年
之中最忙碌的时刻。在全段黄河故堤中，田庙乡所在的
这一段不仅是保护最好的，也是产生经济效益最高的。

“泡一壶闲茶，邀三五知己，话人生得失，享自然
生态……”如此闲云野鹤般的休闲生活，对于平时久困
于钢筋水泥之城拼搏的人们来说，无异于“世外桃
源”而远不可及。但这一切，在田庙乡却触手可得。

对于生于斯、长于此的记者来说，对田庙最熟悉不
过。但是，看到地处故道深处穷乡僻壤的故乡变化如此
之大，又恍如隔世，徒生三分“陌生”。

在儿时记忆中，田庙乡饱受风沙之苦。土地沙化最
严重的刘杨庄、后刘村甚至种不成庄稼，不得已种植林
果树木防风固沙。然而，若干年后，这一“天灾”竟然
成了田庙乡最宝贵的资源。田庙乡是虞城县唯一挂牌的
省级生态乡镇，全乡森林覆盖率 77%以上。在中原地
带，这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清明时节，中国·商丘第四届黄河故道湿地花海徒
步穿越活动在田庙启动，数千人齐聚花海湿地，规模空
前。这已经是该活动第四次在田庙乡举行启动仪式，看
中的就是田庙的生态旅游资源。

地处黄河故道之上的田庙乡，被誉为虞城“北大
门”和江北最大的无公害杂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
林果之乡，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优质梨生产基地，被省
政府命名为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省造林绿化十佳
乡、省科普示范乡，被市政府命名为市高标准平原绿化
精品乡、市无公害果品生产基地和市生态旅游示范乡。

坐拥万亩杂果基地，自开春百花竞放，至寒冬百果
飘香，田庙乡一年四季鲜果不断，主产梨、苹果、桃、
杏、李子、柿子、枣等十大类80余个品种，年产各类鲜
果5万余吨，涵盖了北方平原地区所有的水果品种。

林果业不仅富了一方百姓，更带动当地生态环境发
生了质的变化，取代漫天黄沙的是“春观百花秋赏果，
夏避酷暑冬观景”的生态之美。由于田庙乡风景秀美，
电影《油桃熟了》及微电影《约会》均在这里拍摄。

4月 7日，正值田庙“百花节”搞文艺演出，县文
化部门邀请名角，在梨园为老百姓奉献了一场精神文化
大餐，现场叫好声不断。刘杨庄村76岁的牛克亮老人一

边鼓掌叫好，一边说：“一连半个月都在唱大戏、搞演
出，俺吃罢饭就来了，这戏可听过瘾啦！”

牛克亮老人被“梨园春”所吸引，而他并没注意，
梨园内数千名游客都是被田庙乡的自然生态风光所吸引
来的。甚至连牛克亮老人都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

百年故道孕育的不仅仅是自然生态，更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黄河在此流经了 727年，有《论语》中“子路
宿于石门”的寓贤村，体现和谐邻里关系的美丽传说

“编笆接枣，锯树留邻”就发生于此；有东汉刘秀落难
时饮马止渴的“搬倒井”，还有《木兰辞》中“旦辞爷
娘去，暮宿黄河边”中的“暮宿”遗址石庄村等。

搬倒井遗址、待宾寺传说、孟渚泽遗址、“武辇”
文化……田庙乡从来就不缺少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并
大多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犹如一颗颗散落在民间的珍
珠，等待着你去发现、去发掘。

田庙乡乡长林文献告诉记者，来到田庙乡一定要
“探古论今”。探古，就是指寻访民间传说。而论今，内
容更加丰富，其中就不得不走进后刘村一探究竟。

后刘村有2600多人、3500亩耕地。与其他村不同的
是，该村自2002年开始种植加工食用玫瑰，如今的玫瑰
种植和加工产业已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这一产业的带头人，是后刘村村民刘茂正。他与后
刘村村干部从中科院引进了食用型“冷香”玫瑰，成立
了河南省香玫园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带动农户 80多
户，种植玫瑰 400多亩，研制生产玫瑰酱、玫瑰精油等

系列产品，通过网络等渠道进行销售，不仅美化了环
境，还带动了群众致富，实现了生态和经济的双丰收。

近年来，借助被定为生态旅游示范乡的机遇，田庙
乡聘请专家反复论证，借鉴发达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模
式，制定了符合乡情的中长期规划，利用各方资金 300
多万元完成了40多公里（水泥）油路建设，实现了景区
道路合理布局；投资 100余万元完成了景区内停车场、
导览图、标识牌和休闲设施的建设；采取招商引资的方
式，吸引客户投资旅游产业；出台了优惠政策，通过媒
体发布推介田庙乡的资源优势和旅游发展方向，吸引客
商来田庙投资发展旅游产业。

按照新规划，“田庙万顷果园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西至田庙乡边界，北与山东省交界，南、东至故道古大
堤，规划占地 3.6万亩，分设玫瑰园、薰衣草园、水上
乐园、湿地等休闲旅游区。唯一遗憾的是，由于上游正
在兴修水利设施，我市七大水库之一的石庄水库多年来
一直干涸。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张画在图纸上的“蓝图”，
更是一份正在稳步推进的“计划书”。如今，田庙乡刘
杨庄、后刘村均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河南
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香玫园农庄被评为“中国乡村旅
游创客基地”、“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这一个
个国家级荣誉，就像一个个助推器，加速着田庙乡发展
生态文化旅游的进程。

“美丽乡村”今胜昔，万顷果园俏争春。三五年太
长，田庙乡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昂首阔步迈向生态文
化旅游大潮。或许，明年再相约，你又会看到一个全新
的田庙……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会鹏 祁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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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庙乡：万顷花海如诗画 生态旅游俏争春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袁 莉） 4月13日，省政府法制办副巡视员
孙爱国率领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督导组
对我市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行督导。市农业局、市政府法制
办、市农经站及县（区）相关工作人员等陪同督导。

孙爱国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民权县顺河乡庄子镇流通村
和梁园区观堂乡郝庄村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展情况，
听取相关工作人员汇报，详细了解我市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在
组织领导、人员配备、工作流程与进度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目前，我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进入完
善扫尾阶段，正开展查漏补缺、资料归档、数据库建设等后
续完善工作。

孙爱国对我市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各
试点档案管理规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扎实有序，构建起了
覆盖范围广泛的管控体系。他指出，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是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的基础环节，是保
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现实问题、化
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
协调，抓住有利时机，统一航拍，完善各种资料的归档及扫
尾工作，严格督查督办，做好自查自验，认真落实确权政
策，把群众工作做细，让群众满意。

省督导组莅商

督导农村土地确权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孔 慧）我市一贯重视关爱保护留守儿童
工作。4月 13日，全市启动集中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系列活动，
并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启动仪式。市关工委负责同志出
席启动仪式。

此次系列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妇联和市教育体育局共同
组织，内容包括开展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建立留守儿童关爱
档案；组织“老少共建”，进行结对子对口支援；举办家庭教
育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指导培训；组织青年教师中小学生思
想道德教育成果评展；举办法制教育，维护留守儿童合法权
益等。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自即日起持续至10月份。

会议要求，各县（区）关工委、妇联和教育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责任感；
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深入开展；要
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整体合力。

我市深入开展关爱保护留守儿童活动

深入开展懒政怠政深入开展懒政怠政““四个不为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专项治理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通讯员 高媛媛）为进一步深
入推进“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近日，市统计局按照
市委“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办公室统一部署，并结合
统计工作实际，在全局党员干部中组织举办了“四个不
为”专项治理知识测试。

组织严密。该局考前下发学习资料、组织集中培
训、举办专题讲座、开展学习讨论等，促进党员干部对
相关知识的掌握；安排专人负责测试命题，对局机关及
直属事业单位进行集中测试，达到以考促学、以考验学
的目的。内容丰富。试卷分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和
简答题四种题型，内容涵盖了专项治理活动方案、《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市
委书记魏小东重要讲话精神及署名文章、统计法律法规
以及统计基础知识等内容。效果明显。此次测试共发试
卷 85份，收回 85份，平均成绩为 97.3分。从考试结果来
看，全局人员较好地掌握了专项治理活动的基本内容，
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统计法律法规的理解，进一步强化了全
体党员干部对专项治理活动的认识，有力促进了专项治
理活动的扎实开展。

市统计局

举办专项治理知识测试

随着新技术手段日益丰
富，图书等传统出版物正从
纸质载体向数字化载体大踏
步转移，通过手机、PAD、
电脑等阅读成为很多人习惯
的方式。阅读方式虽然日新
月 异 ， 但 内 容 建 设 的 基 础
性、决定性作用并未改变，
要在“读屏时代”兼顾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亟待从供
给侧实现改革创新，让数字
阅读真正强大起来，服务人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数据显示，我国数字阅
读用户规模已近3亿，并正以
较快速度增长。同时，数字
出版业的产业化程度也日益
提升，成为千亿级规模的庞
大产业。随着数字出版产业
的高速增长，数字阅读在全
民阅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
不断提升。

技术进步速度迅猛，产
业发展势头正盛，但数字阅
读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摆脱掉

“碎片化”“低龄化”“肤浅
化”等标签，在一定程度上
制 约 了 产 业 进 一 步 发 展 壮
大。由于监管不力等因素，
侵权、盗版等行为也影响了
数字阅读市场的正常秩序。

在注重挖掘文化消费潜

力、推动供给能力和水平改
善的大环境下，数字阅读领
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在倡导全民阅读
的今天，数字阅读作为便利
载体，在文化服务民生等方
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为了实现更好的文化供
给，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
充分认识到数字阅读对于人
们生活的重要影响以及广阔
的市场前景，另一方面也要
着力推动传统媒体的数字化
转型，助力新旧媒体形态融
合发展，提供更好的内容和
载体。同时，也需要有关法
律法规及时完善跟进，构建
安全、合理的市场环境。

全民“读屏时代”，数字
阅读的发展程度、质量，与
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不仅
需要我们主动与盗版、侵权
等行为作斗争，主动抵制非
法、不良内容，也需要更多
人才为数字阅读的推广凝聚
共识，为数字阅读创新发展
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期待“读屏时代”的文化供给侧改革
□ 刘 硕

（上接1版）
张家明介绍了我市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在听取了介绍

后，姜启波对我市的扶贫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商丘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特别是产业扶贫思路清晰、规
划合理，规定动作落实到位，自选动作起点高、措施硬，结
合实际创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夯实了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姜启波

调研我市扶贫工作情况

（上接1版）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工作，郜秀菊要
求：一要把政治性放在首位，把妇女紧密团结凝聚在党的周
围；二要凝聚妇女力量，为“十三五”良好开局做贡献；三
要做好联系服务工作，为更多妇女儿童谋福祉；四要围绕保
持和增强“三性”，扎实推进改革创新。

苏长青对郜秀菊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省妇联多
年来对商丘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各级妇
联组织要积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家庭文明
创建、妇女创业扶持和妇女儿童关爱服务，以务实的工作作
风和创新的工作思路服务妇女儿童，努力打造妇联工作品
牌。他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商丘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
妇女工作的领导，加大力度支持妇联工作，推动各级妇联组
织建成“温暖之家”，组织引导妇女群众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更大的力量。

省妇联主席郜秀菊

莅商调研妇女儿童工作

灭蚊防病 健康你我

4月13日，民权县青年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今年4月是全国第28个爱国卫生月，今年
活动的主题是灭蚊防病、健康你我。活动现场，志愿者为群众讲解了如何灭蚊、春季防病、健康生活方
式等小常识，并发放《爱国卫生月倡议书》。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杨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