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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偃师区翟镇镇翟东村，放眼望去
1100 多亩冬小麦绿油油的。前年，该村对村
民土地进行集中流转，由村集体统一种植、
管理，既解放了劳动力，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
效益。

翟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树民介
绍，翟镇镇针织产业发达，是豫西地区闻名的

“针织之乡”。翟东村有各类针织企业 200 多
家，村里90%以上劳动力从事针织业。

由于该村第三产业发达，此前多数村民
一边忙着厂里的活儿，一边顾着土地，销售旺
季或农忙时节总是分身乏术。为解决这一问
题，该村决定由村集体承包经营全村土地，这
样既有效保障了村民利益，同时也将劳动力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土地高效利用和
农民增收的双赢。

村民白玉国说：“以前忙着厂里的活儿，还
要操心地里种点儿啥，往往是两头都顾不上，现
在地由村里种着，有稳定的租金，一点儿也不耽
误在厂里干活儿，真是一举两得。”

村民无后顾之忧，翟东村的针织产业发展
基础更加稳固。白树民是偃师区针织行业协会
会长，在他的带领下，翟东村针织企业抱团发
展，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提档升级后的产品远销
欧洲、东南亚等地区，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发展
中受益。

昨日，在该村亮琪针织有限公司，“90 后”
小伙儿周远祥正在梭织机前忙碌。他在电脑上
输入指令后，伴随着翻飞的丝线，一张张梭织鞋
面便纷纷“走下”生产线。

周远祥说：“这是最新的全自动电脑梭织
机，由它生产的鞋面不但包裹性好，而且轻便舒
适，透气性强。国内一线运动鞋类品牌的生产
厂家，好多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如今的翟东村产业兴旺、乡村美丽、农民富
裕。对于未来发展，白树民满怀信心：“以富民
为导向，以产业为核心，未来的翟东村一定会越
来越好，村民会越来越富。”

本报记者 郭飞飞 杨凤轩 通讯员 王雷

偃师区翟东村对村民土地进行集中流转，
腾出手来的村民集中精力从事针织业

“转”出新天地
“织”就致富路

“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助力企业智
能化改造……”近日，记者在洛阳沃客科技
有限公司见到该公司总经理林鸿振时，他正
在为青年员工进行职业规划。

今年40岁的林鸿振，早年从洛阳理工
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在
积累了一定经验后，2010 年年初，怀揣创
业梦想的他来到洛阳开了一家软件公司，
专门从事制造业信息化软件开发工作。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来洛阳创业时，

林鸿振说：“我在洛阳上大学，对洛阳有着深
厚的感情。同时，洛阳传统制造业和科研
院所集中，为软件开发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创业初期，公司进驻刚刚建成的西工
区洛阳信息科技产业城。在那里，林鸿振

可以与同行进行思想碰撞。不仅如此，房
租补贴、银企对接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对刚
刚创业的他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起初，产品推广并不顺利，一些企业对
信息化建设不以为然。”林鸿振说，为此，公

司安排技术人员到相关企业提取各项生产
数据，写入软件后形成演示版本，让客户体
验软件对企业生产环节的把控；同时对
一些意向客户提供免费试用服务，客户满
意后再购买。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林鸿振说，每年他都会抽时间到各地参加
大型信息产业交流会，学习国内、国外的先
进知识和理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洛阳沃客科技
有限公司已拥有1000余家企业客户，年产
值约4000 万元。林鸿振说：“洛阳这块热
土是我创业的福地。当下，洛阳正在建设
青年友好型城市，出台了很多吸引青年人
才的政策，引进了许多青年才俊，为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本报记者 贾臻 通讯员 郝悦岚 文/图

为迎接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的到来，昨日上午，洛阳
铁路公安处洛阳龙门站派出所开展主题为“人民后盾 110
保障人民安宁”的活动。全体民警在警旗下举起右手温誓
词、唱警歌，随后来到候车大厅，通过挂图展示、发放反诈宣
传手册等形式，向旅客宣传正确购买车票的途径与识别假
车票的方法。 本报记者 魏巍 通讯员 侯家薪 摄

宣传反诈知识 保障旅客出行

1 月 4 日，在全省第三期“三个一
批”活动暨中钢洛耐（伊川）先进耐火材
料产业园二期年产10万吨新型耐火材
料项目开工仪式上，伊川县宣布，在此
次“三个一批”活动中，该县新开工 12
个项目，总投资47.24亿元。

在全省第三期“三个一批”活动洛
阳分会场，伊川县与福建中态福民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生态姜组培育苗基地及
产业化开发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
总投资13亿元，一期选址鸦岭镇杜沟
村，概算投资 5 亿元，主要建设 3 万平
方米的生态姜无菌组培室、10 万平方
米育苗温室大棚及生活办公配套设
施，年产值 10 亿元，可安排社会就业
400人以上。二期概算投资8亿元，主

要建设生态姜种植基地和 1 万平方米
加工厂、0.6 万平方米冷库及 1 万平方
米有机肥料厂项目，综合年产值20亿
元以上。

据了解，此次“三个一批”活动，伊
川县共谋划签约项目 6 个，总投资
28.4 亿元 ；开工项目 12 个，总投资
47.24 亿元 ；投产项目 6 个，总投资
27.61 亿元。其中，既有科技含量高、
带动性强、市场前景好的工业项目和
现代农业项目，也有改善民生的基础
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开
工建设、竣工达产，必将加快推动伊
川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该县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申得晟）

将加快推动伊川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该县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个项目新开工 总投资47.24亿元

伊川县吕店镇周沟村，地处万安山脚
下，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在该村
党群活动中心广场上，有一棵存活了500
多年的皂角树，虽历经风霜雨雪，多次出
现断枝，但仍屹立不倒，成了周沟村历史
和发展的见证者。

文化乡村 韵味无穷
昨日，在周沟村，一曲美妙的音乐《跌

段桥》，被一个小女孩用一种叫作“云锣”
的乐器奏响，听得人如痴如醉。“云锣”是
表演“十盘”时所用的一种乐器。

“十盘”，又称管子音乐，因所用乐
器 中 有 10 面 大 小 不 同 的 锣 而 得 名 ，
起源于明末清初，有近400年的历史，作
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在伊
川县多个村庄仍有传承。在周沟村，
19 岁姑娘范仟惠是“十盘”的第 14 代传
承人。

据周沟村村志记载，明朝时，该村有
个后生叫周大成，被到此赏牡丹的福王看
中。福王“奇其貌，壮其才”，将其招为女

婿。周大成“一步登天”，后来在周沟村建
起了9座绣楼。据村民介绍，抗日战争时
期，周沟村进步青壮年积极参加革命，有
的参加了八路军或县抗日独立团英勇战
斗，有的当了卫生员跟随大部队西进、南
下，后来又参加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
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爱莲说》里的
名句，周沟村的周氏祠堂就供奉着这位令
人尊敬的周氏先贤。周敦颐崇尚莲花，莲
花的坚贞和高洁，被周氏后人当作家风世
代传承。

乡村振兴 各显神通
“吕店镇紧临盐洛高速出口，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利，下辖两个自然村（周
沟、清泉寺）。周沟村有 650 户 2856 人，
耕地 3000 亩，辖内的牡丹沟水库占地
150 亩。”周沟村党支部书记周保证对村
情“一门清”，这些天正带领村“两委”班
子其他成员和“三清两建”工作组忙活着
村里的事情。在周保证的带领下，周沟村

党支部2018年被评为吕店镇“优秀基层
党组织”，2019年、2020年被评为伊川县

“先进基层党组织”，去年被伊川县定为
“乡村振兴示范村”。

据了解，周沟村现有工业园区 1 个，
目前已引进铝制品精加工、机械制造、铁
箱制造等行业的5家企业，效益良好。该
村重点产业项目有牡丹种植及深加工、丝
瓜种植及深加工，此外还有600亩的“谷
子方”1个。

“通过‘三清两建’，我们又清出来了
50 多亩集体土地，下一步，计划在牡丹
沟规划建设乡村旅游项目，让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周保证说得铿锵有力。为助
推乡村振兴，周保证带头组织成立了直
播团队，在抖音平台搞直播，表达乡情，
适时推介村里土特产。勤劳智慧的周沟
村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属于自
己的幸福。

特色种植 扮美山沟
周沟村的孙变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

农村妇女，2020年，她积极响应国家创新
创业号召，成立“琪之变”农民专业合作
社，流转村内 80 余亩土地，采用“合作
社+深加工+农民”的经营模式进行丝瓜
种植，亩均收益达到3000元。她带领团
队自主研制丝瓜鞋垫、丝瓜浴巾、丝瓜刷、
丝瓜香皂等产品，并利用“线上+线下”的
模式，将这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农业走新型，牡丹花又香。在周沟村
的牡丹沟，有一株200多岁的“牡丹王”，
历经风雨百折不挠，一到春天便郁郁葱
葱、花香袭人。

2019 年，周沟村通过吸引乡贤返乡
创业，引进了万景祥牡丹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流转土地700余亩用于牡丹培育，开
发引进1500多个牡丹品种，目前已成为
世界级牡丹活体基因库，是周沟村乡村振
兴的一个强大支点。拥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丰富的旅游资源、优美的生态环境，

“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的周沟
村就在不远处向人们招手。

（翟志明 李德伟）

吕店镇周沟村：花香满山沟 妙音出“十盘”
近日，伊川县第6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

布。在公布的非遗项目名录里，有民间文学2项：曹凤
甲传说、康光清传说，传统音乐1项：唢呐艺术，传统美
术2项：王家木板烙画、李德伟剪纸，传统舞蹈1项：二
鬼摔跤，传统技艺8项：高氏传拓、蒋氏古琴斫制技艺、
洛醇香核桃酒制作技艺、美膳轩小碗牛肉汤制作技艺、
苗氏手工碑刻技艺、郑氏手工银器制作技艺、武记驴肉
汤制作技艺、老白沙火烧馍制作技艺，民俗1项：伊川
婚嫁习俗。

据了解，伊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根据《国务院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有关规定，经
过实地走访、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推选出了15
个项目列入第6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伊川县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系统性，切实做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管理和利用。截至
目前，全县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2个，其
中省级非遗项目5个、市级非遗项目8个、县级非遗项
目29个。 （邵晓静 周爱玲）

1月8日上午，伊川县在鸣皋镇杨圪垱村开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演练采取预设场景、应急演练、现场解说、实地观
摩等方式进行，模拟杨圪垱村有一名居民从疫区返回，
并出现发热及轻微咳嗽症状，自行驾车到伊川县人民
医院就诊，医院结合其症状及辅助检查结果，高度怀疑
其可能感染新冠肺炎，在做好各项防护及隔离措施的
同时，立即采样、检测，并逐级上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立即组织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演练中，各部门、单位反应迅速、分工明确、处置得
当，从“病例”发现、上报，到启动应急响应、全村封控、
人员摸排、深入流调、体温测量、核酸检测、全面消杀及
特殊情况处置，各环节衔接顺畅。演练现场，设置测量
体温、等候、信息采集、临时核酸检测、临时隔离等区
域，参与人员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医护人员操作娴熟，
受检人员积极配合。通过演练，该县全面梳理了疫情
防控工作流程，查找漏洞，及时整改，完善处置程序，确
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够及时有效控制，最大程度地保障
全县人民的生命安全。 （范聪聪 申得晟）

实战演练
练就防疫过硬本领

洛阳·县区

伊川第6批
县级非遗名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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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集聚一批实用型创新人才，对洛

阳产业发展将起到引领作用。洛阳制
造业企业数量颇多，这些企业的发展
需要更多的青年才俊推动。扎根洛
阳，助力洛阳产业化发展，如今，洛阳
已敞开怀抱，诚邀全国英才。（贾臻）

林鸿振：“洛阳这块热土是我创业的福地”
青年小档案

●姓名：林鸿振
●年龄：40岁
●老家：濮阳
●工作岗位：洛阳沃客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青年心声
洛阳这块热土是我创业的福

地。我不是洛阳人，但在这里创业并
获得了成功，这源于洛阳有着数量颇
多的制造业企业，使公司研发的制造
业信息化软件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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