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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河南省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一处
由养鸡棚改造的餐厅里，农家乐老板宋永波一
上午都在忙前忙后。

“等下又要接待一个几十人的旅游团。”他
抹了抹脸上的汗，笑着说。

宋永波的农家乐自去年营业以来，生意一
天比一天好。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一天最多接
待了上千人。

宋永波原来在城里做生意，收入可观。但家
乡的变化和纷至沓来的游客，促使他回村创业。

源沟村位于孟州市西北25公里的陵区，全
村不到400人。这里沟壑纵横、梯田叠布，原本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而，过去村里的支柱
产业是养殖业。全村130户人家，有90多座大
小不一的养殖场。养殖场排出的污水和粪便直
接流到沟里，导致村里臭气熏天、蝇虫扑面，
甚至新打的机井被粪水污染而报废。青壮年大
都选择外出打工，源沟村成为孟州市最具典型
意义的省级贫困村。

随着脱贫攻坚的步伐，源沟村的命运迎来转
机——从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蝇虫扑面的省级
贫困村，到如今环境优美、游客如织的全国美丽
休闲乡村，短短几年时间，源沟村实现蝶变。

端着“金碗”要饭吃

“小时候一天三顿红薯，蒸红薯、煮红薯、
红薯饸饹，吃得人直瞪眼。”回忆起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生活经历，源沟村76岁的钱桃花老人
说，直到今天，多吃一点红薯，胃里就会反酸。

与周边村庄比，源沟村的耕种条件是最差
的。村民喝水全靠沟底一个泉眼，遇到连续干
旱，水都没得喝。

2014 年之前，该村有 41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贫困发生率高达31%。

2015 年 9 月，孟州市扶贫工作队进驻该
村。短短一年多时间，帮扶单位利用扶贫资
金，先后帮助该村建成蓄水量6万余立方米的灌
溉坑塘一座，提灌站2个，完善了灌溉渠网，实

现耕地灌溉全覆盖；新打两眼深井，清澈甘甜
的井水通过新敷设的管网通到了群众家……

到 2017 年年底，源沟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0.5%，实现了整村脱贫。但是脱贫以后怎么
办？源沟下一步往何处去？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源沟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最大的优势和财富，我们要让其成
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说。

源沟村地处南太行山麓向黄河冲积平原过
渡地带，高岸深谷，沟壑遍布。因为“地无三
尺平”，群众长期贫困，村民纷纷外出打工。

“反过来看，这里有‘沟、陵、水’的自然
禀赋和生态特色。如果打造好，这就是源沟最
大的财富和宝藏。我们不能再让群众端着‘金
碗’要饭吃。”卢和平说。

在孟州市委倡导下，源沟村上上下下展开
一场深挖“宝藏”的行动。

一方面，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改造旱厕、
修复耕地梯田护坡等，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
面，按照北方民居建筑“蓝砖白墙灰瓦”的风
格，以村委会供料、村民出工的方式，全村美
化，对老房子进行修复。同时，充分依托原有
的地形地貌，用青砖铺道、架设观光桥，打造
生态观光设施。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美，源沟知名度越来
越高，2018年10月被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并
成为河南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联盟会
员，成功创建了国家AAA级景区。

村民们说，平时每天都有两三百人前来参
观旅游。到周末、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日客
流量两三千人。

专家又送来“一碗好饭”

路修好了，环境改善了，但老百姓靠什么
致富？村里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

“陵区缺水，传统产业不行，怎么发展新的
产业？”卢和平说，“产业支撑是一个地方发展
的灵魂。我们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利用
好，继续深挖源沟生态和自然资源禀赋这块

‘宝藏’。”
前来考察的专家发现，源沟村土壤矿物质

含量高，气候干旱，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发
展高品质的果蔬种植产业。

“专家给我们送来‘一碗好饭’！”槐树乡党
委书记钱轶敏是一位能干的“80后”，在她的推
动下，2018 年 6 月的一个早上，一个由帮扶单
位干部、村干部、村里致富能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组成的考察团，悄然向山东寿光出发了。
几天参观学习，干部群众开了眼界、长

了见识。回到村里，乡村干部很快统一了思
想——上大棚项目。

经过动员，由村干部带头，拆除了全村大
大小小的散乱养殖场。但群众顾虑重重：之前
没干过，赔了咋办？

村支书汤长军提议村干部7个人带头干，挣
钱是村集体的，赔了算自个儿的。

他们每人拿出3万元，并利用扶贫资金先后
建成7座简易大棚、2座温室大棚，种植草莓、
西红柿、辣椒等，为群众致富“先尝先试”。他
们把山东的技术员请到村里虚心请教。几个月
里，每天忙完村里的事务，就一头扎在大棚里
忙碌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年底大棚里种出的
果蔬产品由于口感好、品质佳，获得市场认可。

群众看到有“甜头”，也动了承包大棚的
心。2019年4月，村里顺势以每棚年均8000元
的价格，交由村民自发承包，贫困户 （脱贫
户）优先。

脱贫户秦朝就是首批承包户之一。他与村
里签订承包7座草莓大棚的合同时，正是草莓生
长、销售的旺季，村干部交给他的不仅有“手
把手教”的技术，还有更现成的“丰收果实”。
接手短短两个月时间，销售收入超过4万元。

如今，提出承包大棚的群众越来越多，村
里按照“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筹集资
金，大棚也越建越多。

去年，源沟村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完成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2020年春节前夕，该村群众有史以来第
一次以股民的身份，领到了合作社发放的近3.7
万元分红。

游客来了，村民的挣钱门路自然就多起来
了：小杂果采摘、特色养殖、农家乐、窑洞民
宿、农耕文化体验、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产
业，陆续在村里发展起来。

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村里各种基础设施
的完善，更为村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流、物
流和经营收入，源沟实现了良性循环。

“大棚七勇士”效应

七位带头建大棚的村干部，被村民们风趣
地称为“大棚七勇士”。

在 2011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之前，汤长军
做过厨师，养过猪，还跑过运输，早已是村民眼
中的能人，也是村里最早购置小汽车的一批人。

但是，当时多数村干部对村里的事务并不
是很上心。村委会办公地，也只是破败不堪的
三孔窑洞，里边蛛网遍布，村干部一年也不去
一次，连电费都没有。

“村里这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群众
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干部也是越干越
有劲。”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波说。

如今，源沟村党建综合体内的便民服务
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合作社等，每天都
有人员值班，接待外来参观考察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村委会一个月的电费保持
在3000元左右。

不光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秦教通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这两年把原

来的养猪场改造成林下生态养鸡场，专门放养
土鸡，实现了稳定脱贫。

他说，每茬 1200 只，一年 4 茬，专门向村
里的农家乐以及周边济源市、洛阳市的餐厅供
应，年毛收入在10万元左右。

在下源沟村“土布作坊”，记者见到一间屋
子里放置有 7 台不同样式的老式织布机。在这
里，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织布的乐趣，也可购
买由村民织成的各种花色土布。

经营“土布作坊”的69岁老人王莲说，在
缺吃少穿的年代，织布机是家里的重要生产工
具，一家人的穿戴全靠它。现在，它又成了致
富的工具。

拒绝用财政打造“盆景”

“我们坚决防止用财政的钱去打造盆景和政
绩工程，而是带领群众走上一条真正可持续的
富裕道路。”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表示，源沟的
每一项决策都强调可持续、可复制性。

2018 年以来，孟州市累计投入 3.58 亿元，
提升道路近400公里，建设绿色廊道933公顷，
改造过村路段31条，打造特色驿站19个，被授
予“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称号。

如今，源沟村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周边村
庄的发展，共同迎来“繁花似锦”的好生活。

“说实话，压力很大，但信心也很足，必须
与源沟村联动发展，利用土地复耕，尽快把大
棚等产业发展起来，不能让群众戳咱脊梁骨。”
与源沟村相隔不远的前尖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建
立、后尖庄村党支部书记贾献忠均向记者表
示，同样的资源和禀赋条件，源沟村的发展给
了自己很大启示。

源沟村的发展，不仅吸引了本村年轻人返
乡创业，也让周边村的人才看到了回乡发展的
希望。

今年45岁的李建岗是离源沟不远的北杨村
人，原来在洛阳一家银行做高管。看到源沟的
变化后，他买断工龄回到村里。

凭着在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他敏锐
地把握住现代人追求健康、绿色、生态的饮食
习惯，发展订单农业267公顷，带动周边村200
多户群众增收。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也是源沟村“粉丝”。
他说：“从省级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源沟村的蝶变，就是认真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摘帽”之后不歇脚，“接棒”振兴再出发
—— 中原小村源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启示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郭白鸽

河南省社科界黄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地标理
论研讨会日前在河南省武陟县举行。“悬河头，
百川口”，黄河至此高原入平，千里“悬河”，起于
武陟；千里长堤，起于武陟；千支万流，结于武
陟。

武陟黄河文化历史悠久，有“中国黄河
文化之乡”之称，“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
浓缩了历代治水文化，人民胜利渠引黄工程
是新中国治黄与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成功创
举。

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

从大禹治水到祖乙迁邢，从邢人作丘到雍
正堵口，从新中国修建人民胜利渠到引黄植
稻……自黄河流域有人类聚居以来，武陟都是
人们治理黄河、利用黄河的主战场。一部武陟
发展史，就是半部黄河变迁图。

上古时期，伏羲时代著名的无怀氏部落便
在西陶镇古城村一带聚居，数千年来，武陟一
直处于黄河文明的核心地带。

邢人作丘，扬名武陟。
据史书记载，古文明时代的邢人，用堆起

土丘的方法来抵御洪水。可不要小看土丘，就
是它开创了人类主动抗击水患的先河，这个从
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在中华文明史、中国河防史
上意义非凡。它映射出了我们祖先不屈的抗争
精神，开启了武陟人抗争不止、瑰丽独特的治
黄文化。

禹王治水，建功武陟。
大禹治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大禹

跟武陟的渊源非常深厚，据最早的地理著作
《禹贡》 记载：“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史
记》载：“覃怀致功。”可见，覃怀不仅是大禹
治水的重要场所，更是大禹治水取得决定性胜
利并奠定丰功伟绩的地方，而覃怀正是夏朝时
期的武陟。

如今，在嘉应观禹王阁里，参观者可以看
到大禹在祈福黄河安澜。

“嘉应观在二铺营村东，雍正初年，以黄河
安澜，奉敕建，规模壮丽，有铜碑刻。”这是

《武陟县志》对嘉应观的记载。
从康熙末年起，黄河在武陟县境内 4 次决

口，雍正元年，又决马营口，洪水淹天津，直
逼北京，成了清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治黄安
民，雍正派河道总督率兵堵口、修坝，自己也
亲临河防搬石。口堵坝成时，为祭祀龙王、封
赏治河功臣，雍正下诏，敕建嘉应观。

嘉应观是记载清代治河丰功伟绩的明证，
是我国唯一留存的集宫、庙、衙署为一体的清
代建筑群，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也
是武陟治河文化最直接的遗存。

祭祀文化是武陟黄河文化遗存重要的组成
部分。从商王朝规模宏大的祭祀大礼，到东汉帝
王每年清明节携文武百官渡河亲耕祭祀百川；从
明清时期万人空巷的祭祀河神龙王活动，到雍正
四临嘉应御祭河神……可以说，历史上在武陟举
行的国家祭祀活动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鲜有其
比。

与国家祭祀相依存的民间祭祀更是名目繁
多。以祈福文化为重要内容的青龙宫，始建于
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近600年历史。每年农历
二月二前后，这里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传
承发展着黄河民间祭祀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祭祀还留下了许多传说故
事、民风民俗和文艺形式。比如，街游表演

“行水”、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背僮、盘
鼓等，大多是武陟传统节庆活动上的节目。

据统计，武陟还有20％以上的村名、地名与
黄河直接相关。黄河文化已经融入了武陟血脉
之中。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抬头是邙山，低头是河滩。大风黄沙刮过
来，光想埋住俺。”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许多西
方国家的水利专家断言，“中国黄河无法治理，
黄河流域下游及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成荒
漠”。

历史上，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是世
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据统计，在1946年
治理黄河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
达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沿岸群众因
为水患背井离乡，饱受疾病饥饿之苦。洪水退
去后，面积广大的黄泛区黄沙漫漫、寸草不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武陟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人民胜利渠。“要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广泛流传，成为一
代人治理黄河的口号。

多年来，人民胜利渠灌区的干部群众克服
了旱、碱、风沙等自然灾害，有效地开发利用
水沙资源，通过沉沙淤改，将灌区内原有的
6667公顷盐碱地全部改造成为良田，为灌区农
业发展提供着强劲动力。

在人民胜利渠管理局节水灌溉试验站旁，
有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地头的牌子上标示着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国家自
然基金科学项目”字样。这一块块“金字招
牌”和一片片稻田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交相辉
映，是人民胜利渠创造的最美风景。

最大的成效就是完全控制住了泥沙。黄河
的主要特征是水少沙多，因而解决泥沙问题是
引黄供水面临的重大难题，而人民胜利渠的总
干渠、干渠、支渠、斗渠都成功地解决了泥沙
淤积渠道的问题，创造了半个多世纪渠系不冲
不淤的奇迹。回顾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胜利渠建设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极具创造性
和前瞻性的。

多年来，人民胜利渠管理局先后对作物灌
溉、盐碱化、井渠结合、灌区综合技术改造等
进行系统研究，仅改革开放以来就完成科研项
目40余项，获地厅级以上科技奖和国家专利30
余项，为发挥灌区效益提供了科技支撑。

现在，站在人民胜利渠渠首可以看到，以
渠首为中心，一个占地66.6万平方米的大型花
果园林木似海，花果飘香，美不胜收。

曾经的苦难已然过去，黄河正在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人民胜利渠渠首花果园和黄河
大堤的生态修复为黄河流域生态廊道建设提供
了现实样本和有益探索。

文旅融合的新篇章

穿过青石板路，驻足远望嘉应观楼阁凌
空、殿宇栉比，领略黄河治理文化；沿着十里
荷塘，感受黄河风情大道，品地方小吃，住特
色民宿……

武陟与陕西白鹿仓投资控股集团签署了黄
河文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两
年时间内，白鹿仓集团将以国际化视野和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在武陟县建设一
个高标准、高质量的黄河文化国际旅游度假
区，打造文化旅游特色品牌，带动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共谱黄河文化旅游华章。

项目落地让黄河文化“活”起来、旅游
“旺”起来。近年来，武陟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实施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将城
市水系、黄河沿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起
来，以9.2公里城市水系建设为契机，与黄河文
化充分融合，通过路、桥、公园、景精心打
造，让黄河文化、黄河精神融入到人们生活休
闲中；以43公里王园公路为轴线，规划建设沿
黄生态经济带，谋划实施黄河文化旅游区，扎
实推进建业绿色基地田园综合体、大封黄河滩
区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打造大河风光体验之
旅、治黄水利水工研学之旅和田园休闲之旅。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创
新发展黄河文化，将黄河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
合起来，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进步，切实扛起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武陟县委书记秦
迎军表示。

探寻黄河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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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沟村航拍图。 （受访者供图）

“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 （资料图片）

硪是砸地基或打桩等用的一种工具。武陟
悠久的治黄历史孕育了制硪、打硪等丰富多彩
的硪文化，展现了人民团结协作与自然抗争的
精神。 （资料图片）

人民胜利渠渠首场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