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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徐
冬）浓浓春意惹人醉，万亩桃花迎春开。
3 月 26 日，中国·宁陵第三届桃花节开
幕，乔楼乡境内的万亩桃园内游人如织，
三三两两的游客或拍照留念、或漫步赏
花，尽享这春天绚烂的美好时光。

“古有桃花源，今有辘轳湾，我感觉
这样徜徉花海的感觉是最令人心旷神怡
的，每年我都会和家人一起来游玩。”片
片桃花映面，来自商丘的刘静边走边介
绍，她是一位汉服爱好者，连续三届桃花
节她都带家人来游玩。她感觉本届桃花节
比往年更热闹了，所以特意换了一套称意
的传统汉服，也是为了换一种心境，带孩
子和老人出来踏青赏花，舒缓一下工作压
力，感觉非常好。

春暖花开，桃李争艳。在宁陵万亩桃
园景区，踏青赏花的游客人头涌动，这边
旋转木马、海盗船、过山车等儿童游乐项
目一应俱全，那边荷叶馍、臭豆腐、烤肉
串等特色小吃应接不暇。同时，具有浓厚
地方特色的旱船迎亲等民间文艺节目与现
代歌舞交替演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和叫好声。时不时有身着传统汉服的“桃
花仙子”和游客在桃园中漫步游玩，仿佛
让人穿越回到了古代，眼帘映入的恍若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

据了解，本届桃花节 3月 26日开幕，
共10天时间。其间，会举办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文化娱乐健身活动：在辘轳湾桃园景
区将连续 5 天上演传统戏曲、中西式婚

礼、抖空竹、太极拳、旗袍秀、瑜伽、舞
蹈等文化娱乐表演；举办“相约醉美梨
乡·桃园行”新闻媒体采风活动，以新媒
体采风的形式，对外宣传推介，扩大辘轳
湾桃园景区的知名度，打造生态旅游新亮
点；花海抖音视频大赛活动，组织游客和
网友在桃园拍摄短视频上传抖音APP，实
现话题互动传播，以网络媒介、实情实
景，营造更广阔的舆论氛围，扩大宣传桃
园盛况。

桃园主景区在辘轳湾村，曾是贫困村
的辘轳湾也在寻找既能让村民脱贫致富，
又能发展美丽乡村的发展路径。辘轳湾等
村自古有桃树栽培的传统，群众自发种植
的3000多亩老桃园成方连片，宁陵县乔楼
乡党委、乡政府立足本地实际，决定大力
发展桃树种植业，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
挥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挖掘传统文化的内
涵，在原来千亩桃园景区的基础上，扩大
规模，提升内涵，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打
造亮点。

如今，经过三年的发展，宁陵县以花
为媒、以花会友，辘轳湾变身为“世外桃
源”的乡村生态旅游景点，叫响了桃园、
桃花品牌，同时带动了当地群众通过发展
桃树种植、壮大桃产业增收致富。

“俺乡的桃树越种越多，不但环境变
好了，我们通过卖桃，腰包也鼓起来
啦！”辘轳湾村群众张志军介绍，第一年
桃花节是他们乡、他们村自己办的，没想
到吸引了很多人来游玩。后来在政府的支

持下，连续三年办桃花节、采摘节，规模
一年比一年大，每逢节会期间，周边的群
众都借机摆摊做生意，一天挣几百元，又
为当地群众增收增加了一个新途径。

“我们以节为媒带动整体工作，今年
就在桃花节开幕式上，公开表彰乔楼乡移
风易俗工作中涌现出来乡贤、孝贤，好媳
妇、好婆婆、好妯娌等34名先进典型，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知荣辱、讲正
气、促和谐的社会新风尚，像绚丽的桃花
遍地盛开。”乔楼乡党委书记马士云介
绍，当地举办桃花节本着务实、节俭、精
彩的原则，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吸引八方宾朋来辘轳湾休闲娱乐，游世外
桃园，享田园风情，品休闲生活，展健康
魅力，形成辘轳湾桃园乡村游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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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于 朋）目前正值春季农业
生产关键时期，农资产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加强农资市场管
理，规范经营行为，严防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坑害农民，近
日，宁陵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执法人员在全县开展春季农资
打假专项行动。

据悉，此次检查的对象为农资经营门店、农资生产企业。
检查重点包括种子产品、农药产品和肥料产品。种子产品重点
检查套牌侵权品种、未审先推品种、推广或销售已撤销（退
出）品种以及经营档案、购销合同(委托书)、销售台账及种子
标签、散装种子和无标签种子等。农药产品重点检查无证经营
农药、农药真假、进销货查验、台账记录、禁限用高毒农药、
违禁添加隐性成分、农药产品有效成分含量不足和标签违规。
肥料产品查处复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有机肥料、水溶肥
料、生物肥料等产品中有效成分不足、未经登记、一证多用、
假冒伪造登记证等无证生产经营行为。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 154人次，执法车辆 42辆次，发放《致农民朋友的一封
信》《辨别化肥真假》等相关资料 960余份，检查农资经营门
店310家。通过农资打假行动，有力地打击了销售假劣农资违
法违规行为，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确保了农业生产安全和农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春季农资打假行动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魏朝晖）新年更有
新气象。今年以来，宁陵县委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
时，着力狠抓以“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
到底”为主旨的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全县党员干
部、公务人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活动开展以来，宁陵县委成立了“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县委办、纪检会、组织
部、宣传部、政府办等单位抽调相关人员组成督查组，
对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进行全覆盖督查。目前，宁陵县
各单位都做到了“四有”，即有阵地（作风建设提升年
专门办公室）、有人员（各单位成立领导组）、有资料
（党章、宪法、习近平治国理政、十九大学习材料等）、
有牌子（作风建设提升年领导组办公室牌子），并要求
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市委开展这次活
动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同时，结合中央下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宁陵县把对此项工作的督查与
各单位的具体工作联系起来，力戒痕迹化督查，重点看
党员干部的作风实不实，有没有真正扑下身子、放下架
子，深入群众，心入群众，在当前扶贫重点工作中是不
是甩开了膀子，以爬坡过坎的政治担当，以滚石上山的
毅力，攻克脱贫攻坚。

宁陵县抓“作风建设提升”
重实效提精神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宁陵县上海商会建设家乡项
目投资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宁陵在上海创业部分新乡贤共聚一
堂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共谋家乡发展。

研讨会上，大家分别就田园综合体、智慧智能制造产业、康
养项目、教育产业、文旅创意产业、生态农业深加工等项目引进
宁陵各抒己见，期待构架起沪宁共同发展的桥梁。宁陵县上海
商会会长陈国胜就商会如何引进项目投资服务家乡发展进行
了表态发言，决心以“会员+经济+资源+人才”的运营模式，做
好招商引资项目的高效落地，为家乡作贡献。中医农道产业联
合体负责人徐常愿解析了宁陵发展的资源优势、文化优势、产
业优势、产业发展前景，并就上海商会的运作发展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宁陵县商务局负责人就宁陵产业发展方向、招商引资项目
对接、投资服务、返乡创业等作了说明，县发改委主任常风茂就
该县“十三五”重大建设项目进行了通报。

宁陵在上海乡贤
谋划项目投资回报家乡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近日，喜讯从全市统战工作
会议上传来，宁陵县委统战部被授予2018年度全市统战
工作成绩突出单位，2018年度全市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
果先进单位，统战宣传、信息、网站工作先进单位，对
台工作交流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并在大会上作典型交
流发言。

2018年，宁陵县委统战部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认真落实省、市统战工
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资源优势，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凝心聚力、推动发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实
现宁陵跨越发展提供了广泛力量支持。

多项工作争第一。2018年 12月 5日，全市社会扶贫
暨建设同心实践基地现场会在宁陵召开，在全市第一个
创建了“同心宁陵”实践教育基地；在全市第一个成立
了宁陵县新媒体代表人士联谊会。

创新扶贫树典型。2018年 6月，宁陵统一战线发布
《凝聚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倡议书，动员和凝聚全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全县非公企业、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积极响应，捐款近2000万元。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孙守刚，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等领导到宁陵调研社
会扶贫工作，河南省委统战部调研组先后两次到该县深
度调研“同心圆梦超市”工作开展情况，走访了14个乡

镇107个“同心圆梦超市”。12月5日，全省“千企帮千
村”精准扶贫行动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宁陵县作
为河南省唯一一个县级工商联作了“3+”“六全”社会扶贫
模式的经验介绍。“同心圆梦超市”被人民日报社评为
2018民生示范工程，“3+”“六全”扶贫模式荣获 2018年度
全国工商联（商会）工作“创新中国”最佳案例。

确保和谐促稳定。在宗教工作中，以宣传新修订的
《宗教事务条例》为契机，突出平安和谐稳定的主题，使
党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2018年该县义江民族服饰有限
公司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六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
范区（单位）。在河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上，宁陵代表队取得了五金五银的好成绩。县委统战部
被评为“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单位”。

加强宣传增影响。2018年，宁陵县统战宣传工作坚
持“上大报、上大刊、上头题”的工作思路，伴随着“宁陵

‘3+’‘六全’社会扶贫新模式”相继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人民政协报》《中华工商时报》《河南日报》《河南统战
工作》的刊登和《商丘日报》“宁陵县非公企业助力脱贫攻
坚”等 2个专栏的开设，全年共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统战
类稿件65篇，其中国家级6篇，在中央统战部网站、根在
中原发表统战稿件31条，极大地提升了宁陵的影响力和
美誉度。

宁陵县2018年统战工作硕果累累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日前，宁陵县主要领导带队，赴
郑州与河南梵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洽谈打造中原彩绘
第一村项目。

在座谈会上，河南梵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围绕把石
桥镇孙迁村打造成中原彩绘第一村，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设
计思路和创作规划。双方并就打造彩绘村的定位、风格、要素、
自然秉赋、文化传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宁陵县围绕“中原彩绘第一村”这一主题，准备结合新
时代文化背景，立足地方特色，把握主题色调，把彩绘墙与
古寨文化、葛天文化、梨园文化等元素紧密结合，突出绘画
艺术，做到雅俗共赏，做出纵深度，提升宁陵在全省乃至全
国的文化品位。

宁陵县将打造中原彩绘第一村

近来，网上热传详细介绍宁陵美食关家垛子羊肉的视频。
一时间，传承百年的特色美食关家垛子羊肉，又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豫东长寿乡，美味宁陵县。众所周知，垛子羊肉就是把整
羊煮烂了，然后挤压，码成一垛，吃时用刀削成薄薄的片，
夹在烧饼里，吃到嘴里香而不腻，而且气形两补。

宁陵县 73岁的关敬德，自 17岁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垛子
羊肉，已在炉灶前忙活了近 60年。父亲过世后，关敬德挑起
了家族的大梁，成为宁陵关氏垛子羊肉第二十代掌门人。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他，正在考虑如何将几百年的古
老手艺传承下去。说起制作步骤，关敬德如数家珍：先将大
块的精选山羊肉放入缸中腌制，每4小时左右翻动一次，让盐
分均匀地渗入肉中；腌制好的山羊肉依次放入口径一米五的
大锅内；大锅里的汤料，由八角、丁香、桂皮、人参等 20多
种名贵药材，提前两个小时熬制而成；炖煮200斤的羊肉，猛
火大灶缺一不可，1个小时之后，改为文火慢炖；文火慢炖 3
个小时后，开始出锅。

出锅之后，还要把熟透的羊肉逐个放在案板上，错落有
致地垛起来，包裹上细白的棉布。然后把牛骨码放整齐，让
羊肉受力均匀，杠子的一头固定，人需要借助侧身的全部力
量，反复翻轧羊肉，尽可能地逼出水分和羊油。这时，棉布
不需要拆开，烹饪仍在继续。放入冷库，储存12个小时以上。

如果这是一出戏，只有大幕拉起，也就是享用的那一
刻，食物才完美亮相。片肉只是垛子羊肉的最后一道工序，
就这一道工序，关敬德练了3年。

一秒一片，重量相差无几，厚度均为 2毫米。1斤垛子羊
肉，90秒削90片，干净利落、分毫不差。

自从 1962 年开始学艺，50 多年来，时代变迁，命运沉
浮，关敬德从未放下手中的刀和勺。他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
事，并做到极致，这让关敬德收获了今天的成就和尊敬。

宁陵关家垛子羊肉

百年传承技艺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本报讯（屈效东）“腊月廿七那天，一辆来买鲜
黄瓜的汽车停在我的大棚前。可看到村民卖黄瓜的
多，我就主动让给了其他农户。两天后，我又找一
辆买瓜的车进村，但每斤已降 2 角钱。我的收入虽
然吃了亏，可方便了群众，受到了好评，谁让咱是
一名共产党员呢！”这段话是前不久程楼乡王照址
村的党员王富强在乡党校近日所办的“能吃亏”学
习班上讲出的。

在该乡这次举办的“能吃亏”学习班上，有5名农
村党员干部走上台向全乡党员干部讲述自己在日常生
活和百姓共事中“认吃亏”和“能吃亏”的具体事例。
这些党员干部把“认吃亏”“能吃亏”当成宽厚和忍让，
当成责任和担当，用无比高尚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服务，为党组织增光添彩，也在群众中树立了党的光辉形
象和威信。

该乡党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把这些“能吃
亏”的党员干部请上讲台，让他们以自身做法向全乡党
员干部宣传党在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利改进党
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好继续按照十九大精神做好新
时期的党建工作来实现农村的振兴。

该乡“能吃亏”学习班结束之后，全乡党员干部争
着发扬吃亏忍让精神，为人民服务、主动作为，为全乡
群众做好事、办实事100多件，受到县里的表扬和百姓
的称赞。

方便群众 亏了自己

程楼乡办起“能吃亏”学习班

日前，宁陵县级河长
相关负责人在清水河巡
河，沿河岸检查水质及水
量情况。自 2017 年底实
行河长制以来，宁陵县县
级河长共巡河 103 人次，
乡级河长巡河1624人次，
村级河长巡河 2 万余人
次，并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设置了河道保洁员公益
岗位，实现了10平方公里
以上河道保洁全覆盖。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3 月 25 日，群众正
在制作种钵准备育葫芦
苗。近年来，赵村乡积
极引导三商葫芦种植合
作社发展葫芦种植、加
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葫芦产业，今年准备育
葫芦苗50万株，免费发
放给全乡贫困户、贫困
村种植，合作社再统一
回收加工，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作风建设提升年在行动
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

3月26日，游客在宁陵万亩桃花丛中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