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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睢县·民权

“匡城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近年来，我乡按照‘文旅结
合+特色农业’发展模式，‘三驾马车’齐
驱并进，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路上跑
出了加速度。”睢县匡城乡党委书记孟晓
东如是说。

如今，行走在匡城乡，大街上粉墙黛
瓦，古色古香；公园内花红树绿，游人如织；
田野间，西瓜、辣椒、芦笋、草莓大棚比比皆
是，夹杂着成片成片盛开的蒲公英黄花、粉
面桃花，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

文化底蕴深厚

匡城是目前我市保存至今、为数极少
的春秋战国城址之一，春秋时期“承匡之
会”曾在这里举行，孔子周游列国而游
匡。现历史考证记载的有“女娲生承匡”

“秦始皇置县”“五柏一所庙”等系列史
实，“临危不惧”的典故源于此，古有

“匡城八景”，四十里狼烟洞尚存。匡桑、
匡茶、瓷器曾是匡城乡的三宝。

旅游景点众多

近年来，该乡依托历史资源优势，进
行全方位的保护性开发，投资 6万元栽植
了 150棵优质法桐，投资 20万余元购置了
60 盏复古式景观路灯和 120 盏灯笼景观
灯。并结合历史传说，在府前大街和后街
墙面上，绘制了“孔子游匡”“孔子讲
学”“孔子抚琴”“李斯解梦”“秦始皇置
县”“女娲造人”“女娲补天”“花开富
贵”及古睢州八景之一的“承匡晚牧”等
大型壁画。同时打造了集旅游、休闲、娱
乐、健身为一体的承匡城寺、娲皇文化公

园、孔子游匡主题文化公园、承匡古城迎
宾广场、秦汉风格阙门等文化景点。“目
前，‘承匡古城’‘娲皇故里’商标已在国
家知识产权局注册，匡城被评定为 3A级
景区，并免费开放。”孟晓东说。

特色产业繁荣

“睢县是农业大县，匡城是农业大
乡，我们在注重旅游开发的基础上，更注

重以‘农’字做文章，快速增加农民收
入。”该乡乡长张来峰说，近年来匡城乡
全面推进旅游观光生态农业发展。

该乡依托马泗河村有西瓜种植的历
史，在该村发展西瓜大棚 130多座，品种
20多种，辣椒大棚40多座，优质花生大棚
4座，蒲公英种植面积近百亩。“马泗河的
成功，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周边苏岭、北张
等村群众的种植积极性，我们将以马泗河
为中心，把农民的土地进行流转，成方连

片打造生态种植产业园。”张来峰说，如
今该乡已发展西瓜种植2000余亩，辣椒种
植1000余亩，芦笋种植3000余亩。

此外，该乡还充分发挥乡贤作用，利
用在外务工成功人士和返乡大学生的聪明
才智，打造创业园。目前，该乡10个扶贫
车间全部复工复产，就业人数有 2000 多
人。在该乡洪庄村冬桃生产基地，返乡大
学生宋飞剑告诉记者，他现以示范带动的
方式，发展 80户农民种植冬桃 400多亩，
并采取供苗、管理、收购、销售“一条
龙”服务方式。他还研究解决了独一无二
的冬桃裂果问题，确保群众增产增收，其
研发的“睢州蜜”商标也正在审批之中。

同时，该乡还拉长生产链条，大力发
展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从而提高群众种
粮的积极性。目前，该乡已建成面粉加工
厂 1个，食品机械厂 1个，都正开足马力
全面运行；发展大型养猪场20多个，养鸭
场 100余个，养鸡场 50多个；在废弃窑厂
建成的面筋生产厂，预计 4 月底投产运
行，届时将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

“我们的产品不但丰产，更要让群众
丰收。”从事电商的马泗河村返乡大学生
马建峰说，他的经营方式直接与群众对
接，采取订单种植，确保群众利益，解决
了睢县产出的芦笋、辣椒、大蒜等农产品
滞销问题。疫情期间，他每天接单4000多
个，帮群众销售胡萝卜等农产品 13吨。

据了解，目前在匡城乡新建商登高速
出入口已经审批，投资 1.5亿元、亚洲最
大的中原风力发电场有望在今年 7 月开
工。“下一步，我们将不失时机，凭借天
时、地利、人和优势，带领全乡人民奋力
而为。” 孟晓东说。

文化有底蕴 旅游有景点 产业有支撑

匡城乡“三驾马车”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一线传真

匡城乡马泗河村蒲公英种植基地内鲜花盛开。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驻村第一书记风采驻村第一书记风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睢县
驻村第一书记积极推进消费扶贫，
努力实现本地土特产品就地销售和
网店销售，确保贫困户土特产品不
因疫情滞销、掉价、受损失，成为
睢县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据不完
全统计，全县通过消费扶贫销售
鸡、鸭、鹅蛋、鲜草莓、红薯粉
条、红薯醋、小磨香油、干辣椒等
农特产品183万余元，惠及524户脱
贫户或未脱贫家庭……

“带货达人”齐素静

2月 28日，河南省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睢县周堂镇乔寨村第一书
记齐素静应约参加河南省广播电视
台农村广播《创富路上》栏目的录
制时，把本村脱贫户张桂德因疫情
滞销的红薯粉条带到了直播间，现
场推销，被誉为“带货达人”。

原来，疫情发生后，张桂德的
纯红薯粉条出现滞销，库存了 3000
多斤卖不出去。齐素静为其代言
后，滞销的红薯粉条不仅成了畅销
货，而且还卖上了好价钱。

鹅蛋“推销员”柴慧英

西陵寺镇耿庄村第一书记柴慧
英在入村调查时，发现了这样一个

特殊的家庭，一家四口两个智障，
一个半身不遂，唯一的健康人是快
80岁的黄正云，这位大娘又是一名
有着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她为
黄正云老伴和智障儿媳申请了低
保，又为智障儿子找了在村里保
洁的公益岗位。她还按照大娘的心
愿，给她买了 20只鹅饲养，大娘把
鹅蛋拿到集市上卖，补贴家中的生
活开销。

疫情来了，大娘的鹅蛋没法拿
到集市上去卖。农历正月初二，柴
慧英便来到她家，把大娘这些换钱
的“宝贝”发到朋友圈里推销。她
说帮大娘推销鹅蛋，还要送货上
门，虽说辛苦点，但看到大娘数钱
的样子，心里比啥都甜。

小区的“代购员”苗波

苗波是县妇幼保健院行管人
员，2018年 4月被选派到长岗镇李
庙村任第一书记。2月 10日，在医
院值班的他，突然接到贫困户孙闯
的电话说，家里养殖棚里有一万斤
鸡蛋滞销，让帮忙看能不能销售
掉。孙闯是去年的脱贫户，养鸡是
他的主要脱贫措施，如果鸡蛋滞
销，他会因为养鸡失败，再次出现
返贫的风险。

发朋友圈，联系超市，苗波忙
得不亦乐乎。为此，他把鸡蛋拉到
封闭的小区门口卖，带上测温器，
采用支付宝付款。如此，他很快就
解决了孙闯的鸡蛋滞销问题。

草莓“快递小哥”付中华

初春时节，正是胡堂乡高里台
村可丁农业草莓种植产业园收获的
季节，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村民们的
生产生活节奏。眼看由贫困户小额
信贷入股的 60个大棚内鲜红的草莓
烂在地里，村民心急火燎。

驻村第一书记付中华跑超市、
进小区、微信群里每天发几遍。订
单有了，可用户因为疫情多数隔离
在家，没法正常的采摘取货。再
者，由于今年的新品种陶熏、红
颜、章姬等不宜颠簸运输，付中华
便用自己的轿车送，每天三趟，一
趟送给小区居民，一趟送超市，一
趟送物流公司，物流公司的业务人
员开玩笑地说，付书记成了我们的

“快递小哥”了！

驻村书记卖货忙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杜传忠

历史上，睢州古城曾历经三次大的变迁。第一
次是秦初从承匡城（今匡城乡政府驻地）迁到襄陵
附近，即秦汉至北宋末年的襄邑古城，在现在的北
湖与通惠渠之间；第二次是从襄邑古城迁到现北湖
所在地的襄邑旧城，也即北宋崇宁年间至明末清初
的拱州（睢州）旧城；第三次是由睢州旧城迁到旧
城南关外的新睢州城，在今日的北湖南岸，当时称
新城、凤凰城。

睢县靠近黄河，历次变迁，无不深深地打上黄
河南泛的烙印。黄河每泛滥一次，城外地势就抬高
一次，年多日久，导致城内低凹积水，居民只得向
城外地势高的地方陆续迁移。睢县城址的三次变
迁，都是迫不得已。县（州）城的迁徙并不是短时
间内完成的，每次新城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较长
的过程。

秦始皇刚开始时定都在承匡置县，却因为承匡
地势低凹积水，只好在襄陵附近改设襄邑县，于是
有了襄邑古城。后来也是同样的原因，古城为黄河
冲没积水成湖（古人称西湖），居民为避水患，逐
渐东迁于城东附近的金锁岭（今北湖公园内，原北
关村东西街）、骆驼岭（驼冈）等较高处，至宋朝
崇宁年间，始新修一城，习惯上称为旧城，位置就
在现在的北湖。明末清初，州城城外地势往往比城
内高出不下数丈，一旦城堤崩溃，水必灌入城内，
居民便逐渐从旧城迁到南关外的凤凰岭、鞍子岭
上。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开始构筑新城，
城墙长约十二里，高二丈五尺，内土外砖。建有七
座城门，城门名称全部和凤凰有关，南门三个，中
间是鸣凤门，寓意凤喙，东边是左光门，西边是右
光门，寓意为凤凰的左右两个眼睛；东门两个，正
东叫朝阳门，东北门叫左翼门；西门叫翙蕤门，小
北门叫右翼门。新旧两城相连，旧城正方，新城椭
圆，新长旧狭，形如“凸”字，像一只向南展翅飞
翔的凤凰，因此俗称凤凰城。当时新城仅有一条东
西大街，且中间高，东西两边稍低，所以又被称为

“扁担城”。这时旧城中仍有一部分居民，直到明崇
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占
领睢州，强迫百姓将旧城城垣平毁。九月，黄河泛
滥，旧城遂被淹没废弃。新旧二城并存长达一二百
年。旧城岁久成湖，成为烟波浩渺、芦苇丛生的地
方。新州城随之逐渐发展并繁华起来。

睢县（州）有许多和凤凰有关的地名、名胜和
传说，如“凤城”“凤凰池”“凤凰台”“凤凰岭”

“鸣凤楼”等，述说着睢县曾经的辉煌。近年来，
睢县县城规模逐渐扩大，原来的三处城址，皆被今
日睢县县城覆盖。

1993年，睢县因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被
确定为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现在睢县北湖已成城中之湖，整个县城呈现城
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相间的格局。

睢州古城的三次变迁
本报记者 黄业波

4月1日，在睢县尚屯镇梁庄村传香食品加工项目生产车
间，工人在加工生产小麦植物蛋白（食用面筋）。目前该项目已
在30多个城市发展500多家连锁店，每年可生产小麦植物蛋白
食品1000余吨，安置当地群众就业近百人。本报记者 傅青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
员 耿珍珍）一场知时节的春雨洗
礼过后，花木葳蕤，苍翠欲滴。4
月 2日，在民权县王桥镇赵岗村的
绿色游园里，十几位工人正紧张地
忙碌着，一块块方砖铺成了悠长的
人行步道，一株株绿化苗木组成了
别致的微地形，一根根木头搭起了
古朴的小凉亭，一片荒废的林地正
在这春光中悄然变美……

“以前这块林地里都是杂草、垃
圾，真没想到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竟
然改造得这么漂亮！”村民陈文涛边
说边拿着手机拍照。

赵岗村绿色游园占地 3亩，游
园内绿化采用乔、灌、花、草相结
合，铺设了人行步道，配置了座
椅，并设置了科普宣传展板。

“建设这个游园极大地提升了
村容村貌，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
活，而且我们施工人员优先聘用贫
困户和因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的村
民，后期的管护工作也将由贫困户
承担，帮助他们脱贫增收，可谓是
一举多得啊！”赵岗村党支部书记
施建生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王桥镇今年计划在 20个行
政村各修建 1个面积不小于 3亩的
绿色游园，其中 6个村已基本成型，
14个村正在建设中，并在集镇区改
造完成了一个45亩的亿丰游园。

“亿丰游园以前是一个农家
乐，店主不干了之后就一直闲
置。”于是，这 45亩闲置土地就一
直悬在王北村新任党支部书记刘宏
杰的心头，正赶上今年镇里决定建
游园，刘宏杰立即召集村“两委”
成员商议之后，决定将这片地方重新进行打造。

“我们在之前的基础上丰富了绿化层次，增加了灯光、石
板路、科普展板等，现在改造完成后，特别漂亮，吸引了很多
村民过来游玩。”刘宏杰笑着说。

“踏青赏花不用往外跑，在家门口的游园里走一走，幸福
感满满！”住在附近的贾寒雪每天茶余饭后都会到游园里走
走，看到花儿开放了，她拿出手机，将自己的身影与花树一同
定格在这美丽的春天。

据悉，今年以来，王桥镇提前谋划制定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升级版方案，明确了以示范村为引领，以小游园建设为抓
手，全面开展村庄“三清一改”，着力提升村庄“五化”，把乡
村人居环境打造得更美更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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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3月29日上午10时许，在民权县
高新区河南利盈环保有限公司大院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这是欢迎援鄂英雄们回家的感人场面。

当日上午8时刚过，河南利盈环保有限公司的员工就拉起
横幅、手捧鲜花，翘首期盼英雄们的到来。10时 30分，驰援
湖北医疗废物处置车辆归来，迎接队伍立刻欢呼沸腾起来，一
时间，锣鼓喧天，大家手举“欢迎英雄回家”“向抗疫功臣致
敬”等标语，齐呼“英雄凯旋、欢迎回家”。

据了解，2月 3日，在抗击疫情的最关键时刻，该公司决
定无偿向武汉雷神山医院捐赠一台市场价格300万元，可日处
理5吨医疗废品的医疗废物处置设备，并派去了骨干技术人员
随设备去武汉，以确保能第一时间投入使用。该设备的启用，
可快速将疫情期间雷神山医院的医疗废物就地无害化处置，为
彻底阻断医疗废物处置环节传播风险发挥了巨大作用。

民权迎接驰援湖北英雄凯旋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段根华）4月 1日，记者从民
权县自然资源局获悉，该县15处城市游园建设项目已通过规划
审核，不日将开工建设，预计4月底前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在游园项目设计与建设上，该县打破常规，改由县直各相关
单位根据行业特点、突出文化特色，结合建设单位性质进行设计
施工并予以命名。按照规划，游园建设要做到有景墙、景石、廊
架、凉亭和游路，植物配置包括银杏、木槿、海棠、红枫、月季等。

据悉，此次集中建设的城市游园项目全部利用城市“边角
地”见缝插针打造城区绿地“休闲吧”，为居民休息、锻炼、
纳凉和小型文化交流活动等提供综合健身休闲场所，建设完成
后，将大大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形象。

民权启动15处城市游园建设

3月31日，中国画虎第一村——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400亩油菜花次第盛开。据悉，近年来，王公庄村
以画虎产业为依托，打造千亩花海，发展乡村旅游，让游客驻足体验虎文化的同时，还能在旖旎的自然风光
中徜徉。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