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授
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来自大
别山革命老区信阳市新县退休干部许光和潢川
县谈店乡村民胡阳海、黄春刚分别获得第五届全
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和见义勇为提名奖，道德之
花又一次盛开在大别山下！

一
第五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许光，生前系

新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作为开国上将许世友
长子，遵照父亲嘱托替父行孝，1956 年，从繁华的
海滨城市青岛回到革命老区新县投身家乡建设，
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淡泊名利，两袖清风，
多次放弃回部队提拔或调到城市工作的机会，坚决
扎根新县。他一生艰苦朴素，永葆红色传统，直到
去世还用着上世纪 70 年代的大立柜、80 年代的沙
发、90年代的老式电视。一生清贫的他，却资助了
老红军 10多万元，临终前还将 20万元积蓄全部捐
赠给家乡的慈善事业。

第五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胡阳海、黄春刚，2014 年 9 月 3 日晚 8 时许，两人正
在青岛市黄台路为一家店铺进行装修，突然听见
女店主大喊：“抢劫了，快抓住他！”俩人立即扔下
手中的活，追了上去。他们连追 4 个路口后，把歹
徒紧紧抓住。然而歹徒奋力挣扎，掏出一把刀刃
带有倒钩的匕首朝他们刺去。胡阳海胸腹间一阵
剧痛，顿时血流如注，肠子被匕首刺破带出体外。
黄春刚左腋下也被刺伤，浑身沾满血迹。胡阳海
不顾伤痛，左手捂住腹部，右手死死勒着歹徒脖
子，黄春刚见机把歹徒扑倒在地，夺下匕首，两人
奋力将歹徒死死摁住，在闻讯赶来的市民和民警
配合下将歹徒制服。

许光毕生扎根老区、奉献老区，体现了一个
共产党员敬业奉献的优良本质。胡阳海和黄春
刚面对生死考验，没有丝毫犹豫，事后依然毫不
犹豫地说道：“如果再来一次，还会冲上去！”

是什么，让老区人民如此敬业奉献，如此奋不顾
身？

二
大山有别，水佳为淮。人言皆信，日升曰阳。
大别山，跌宕起伏，铸就了老区人民正直不

阿的人格和卓尔不群的智慧；淮河水，波涛汹涌，

塑造了信阳人民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舍生取义的
勇气。

信阳，这片红色的土地，在革命时期，无数信
阳人民前仆后继，创造了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的
神话，用生命和鲜血凝写了“坚守信念、胸怀全
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

就是这种精神，造就了新时期信阳人的道德模
范群体：魏青刚，为了一个陌生人，在滔天巨浪中三
进三出，荣获第一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黄久
生，700位鳏寡孤独老人共同的儿子，荣获第二、三届
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提名奖和第四届全国助人为
乐道德模；李守禄，多次救人于水火之中，以自己践
行“三平”精神的实际行动树立起河南人的良好形
象，荣获第四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提名奖。

从 2007 年的第一届全国道德模范开始，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信阳从未缺席！革命老区信
阳有3人荣膺全国道德模范，5人荣膺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在接见第五届全国道德
模范许光的子女许道仑、许道江及提名奖获得者胡
阳海和黄春刚时说道：“道德模范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是时代新风的有力引领者，
道德模范的事迹令人感动，催人奋进，我们要崇尚
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向道德模范看齐，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在落细、落小、落实上狠
下功夫，进一步深化思想道德建设，为信阳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和道德
滋养。”

三
近年来，信阳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精神文

明建设力度，号召全市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革命
老区的优良传统，不断继承和发扬“大别山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立足革命老区，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摆上重要位置，把开设各类道德讲堂、开展道
德模范基层巡讲打造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实践基地和宣传阵地。

他们坚持不懈地开展以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教育为重点的道德教育，不断提高
民众思想道德素质，在全市形成了全面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良好局面。通过家
庭、学校、机关、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道德教育，
使人们明辨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在全
社会形成了惩恶扬善，勇于担当的良好社会道
德风尚。

今年 7 月，信阳以全市第二届道德模范候选
人为重点，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在身边”学习宣传
活动，再一次点燃了信阳人民关心支持和参与道
德建设的热情。通过广泛宣传身边好人、最美人
物、文明市民等凡人善举，挖掘出了信阳各行各
业先进人物 362 个，有 18 年来一直坚持投身于公
益慈善和绿色环保的行动中的叶榄；有深明大
义，无怨无悔的全国好“警嫂”李华……还出现了
潢川英模群体、“新县好人”等多个道德模范群
体。

信阳还组织道德模范事迹报告团，深入到
各县区、各单位宣讲，充分发挥“道德讲堂”的阵
地作用。从好人库里精心挑选 100 名道德模范
和好人典型，编写《我们的榜样——信阳市百名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事迹选编》书籍，印刷 4000
本在全市免费发放；在全市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开展的中小学生手绘“心中的道德模范”活动中
征集 1000 多幅美术作品，在报刊、媒体上进行展
示，进一步宣传塑造了道德模范和信阳好人的
群体形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别山
精神”。

目前，信阳全市共开展道德讲堂和基层巡讲
活动 500 多场，受众人数 9 万多人；已征集各类各
级别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486 名，向河南省文
明办推荐网络评选“身边好人”候选人 52 名，共有
9 人荣登“中国好人榜”，5 人荣登“河南好人榜”。

如今，大别山盛开的道德之花，已成为信阳
精神文明发展的有力引擎，让革命老区在改革发
展浪潮中更显魅力！

大别苍苍，长淮汤汤……
山水之间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信

阳，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从 2009
年到现在，不经意间来信阳已经六年多
了，我的生命早融入这片山水，爱她，恋
她，同悲同喜，纸短情长。

我生长在大别山南，大别山也是我
的家乡。一回到大别山，就能找到自己
生命的基因密码，就能品尝出“豫风楚
韵”中亲切熟稔的老家味道。电视剧

《亮剑》播了一遍又一遍，我看了一遍又
一遍，因为剧中叱咤风云的马云龙就是
大别山人，他身上凸显的正是大别山人
坚贞不屈、一往无前、披肝沥胆、所向披
靡的英雄气概。

这就是大别山人的底气！几年时间，
从“农村改革试验”到“六城联创”，从“电子
产业园”到“现代家居小镇”，大别山人凝

神聚气、励精图治，一顶顶桂冠天女散花
般飘然而至，老区人民扬眉吐气，风光无
限。我身在其中，亦感荣耀非常。因为我
不只是见证者、记录者，还是大别山的一
份子，是参与者！只是，与老区人民山一
样的深情厚意相比，我给他们的回馈实在
太少太少，反躬自省，深感惭愧。

为弥补这份歉疚，今天，我捧着《信
阳观察》来了，宣传信阳又多了一个崭
新的载体。为的是更好地记录大别山
的精彩，展现大别山的力量，为新常态
下革故鼎新、奋发图强的老区人民鼓
劲、加油。

《信阳观察》，观察信阳，这是我们
共同的园地。暂定每月一期，月初出
版。愿父老乡亲多多赐稿，并不吝赐
教。让我们共同努力，读懂这大别山的
心思，和上这淮河水的歌吟……

“观察”心语
□ 胡巨成

许光 黄久生

黄春刚 魏青刚

胡阳海 李守禄

“这下政府是出绝招了。帮助我们解决了资金难
题，企业很快产销两旺。”11月 4日，光山县三元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斌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们自主研
发的无烟烧烤机第一批 300多台产品进入市场后被抢
购一空。

而几个月前，他们还在因资金短缺而头疼。光山
县“争先进 比贡献”活动将其企业发展问题纳入重点
任务，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召集住建、国土、银行等部
门负责人多次到其企业现场办公，一星期内，帮其融筹
资金 2000多万元。

山穷水尽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信阳，像三
元光电这样在政府帮助下“起死回生”的企业还有很
多。据统计，全市通过“争先进 比贡献”活动排查出
22家停产企业可以复产，现有 15家企业已经复产。

在冲刺“十二五”的最后关头，老区信阳正在开展
的“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如火如荼，他们要力争实
现今年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一个百分点！

大别山下
道德花开永不败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宁博

信阳信阳劲吹劲吹““冲锋号冲锋号””
全力冲刺“十二五”
——信阳开展“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纪实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倩

“生态是信阳含金量最大的招牌。”郭瑞民
在全市“争先进、比贡献”工作大会上再三强调

“绿色”发展的理念。他明确指出：即使求商若
渴，也要果断摒弃高能耗有污染的企业。

近年来，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和生态资源优势，循序渐进地实施“把城市轻
轻地放在山水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在城市绿化中，积极改扩建公园、小型游园和
广场等城区公共绿地，绿化美化主次干道，宣
传普及生太文明理念，动员全市参与绿化建
设，自觉珍惜保护森林和珍稀野生动植物等

绿色资源，让绿化、美化和生态文化的特色随
处可见。

据统计，目前全市有林业用地面积达
68.99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35.24%，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42.41%，人均公共绿地 12.73
平方米，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级
生态示范市”、“国家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
并连续 7 年被评为“中国十佳宜居城市”。

市委书记郭瑞民说：“水流的太快，注定
要回头‘补水’，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的烦恼
要少很多。”

是啊，在日益突显的 GDP 与生态指数矛
盾面前，信阳的决策者是清醒的，他们坚持

“绿色”发展，一边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
边把目光描准高端成长型项目，着力培育发
展“双创”型新业态。

乔新江市长表示：经济暂时上去了，环境
永远搞坏了，我们是要挨骂的。下一步，要继
续实施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和“乡村
清洁工程”，不断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确保
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在全省
前列，这是信阳永远的底线。

恪守底线保“绿色”

别小看这一个百分点，对于多项经济指
标全省排名都较为靠后的信阳来说，相当不
易。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信阳工业基础薄
弱，是全省的“经济洼地”。但“穷”和“弱”不
断地激发着信阳人摆脱落后的雄心。

“要变‘后发’为‘优势’，实现‘弯道超
车’。”在年初全市经济工作大会上，信阳市
市长乔新江的号令掷地有声。

面对萎靡的经济形势，信阳市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先后开展“解难题、促增长”百日攻
坚行动和“争先进、比贡献”竞赛活动，从帮

助企业解难题入手，成立投资、工业、房地
产、金融服务四个攻坚服务小组，针对土地、
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的“瓶颈”
因素，围绕重点建设项目等组织了一系列务
实发展的举措。

市发改委成立了 12 个督导组，分别由
一名处级干部带队，分赴各责任县（区）和
单位，逐一对全市 251 个攻坚项目进行督
导，随时解决各类企业难题，出山店水库、
明港机场、京港澳高速公路改扩建、宁西铁
路 复 线 等 一 批 重 大 项 目 顺 利 实 施 。 活 动
中，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145.2 亿元，新开工

项目完成投资 44 亿元。
工业攻坚小组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逐

一排查，梳理问题 721 个，建立企业问题台
账，一企一策，分类分级协调解决企业“老
大 难 ”问 题 ，问 题 解 决 率 达 95% 。 开 展 银
企、产销、融资、用工“四项对接”活动 264
次 ，为 企 业 解 决 融 资 76.3 亿 元 ，解 决 用 工
1.6 万人。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0.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5 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四位，7、8、9 三个月
的 增 速 逐 月 走 高 ，分 别 为 9.4% 、10.1% 、
10.6%。

齐心发力攻“短板”

在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看来，信阳虽然
工业基础差，经济欠发达，但是交通、生态、民
智、旅游等资源开发潜力大，区位优势突出。
特别在“大数据”、“云计算”的工业 4.0 时代，
交通和区位优势为信阳送来了“电商物流”和

“电子信息产业”的春天。
11 月 3 日，记者在位于金牛物流园的鄂

豫皖一日达物流公司的车间内看到了这紧张
有序的一幕：全自动化的双层包裹传输带上，
接踵而至的快件如冰雹般地流落至相应的筐
栏内，装满快件的货车列队待发。该公司业

务总监小张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自主研发
的自动化物流分发系统和模式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从揽件到出仓，我们只需要半小时。
预计‘双 11’当天，日发快件量将突破 50 多万
件。”

在金牛物流产业园区的另一角，“兰兰的
小屋”里传出女老板兴奋地呼喊：“快来帮发
货，准备迎接‘双 11’。”2005年，她和丈夫双双
下岗，无奈之下做起了特号服装网上销售生
意，结果越做越火，现在年销售额达 2亿元。

在城市的那一边，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示

范区也是捷报频传：天扬光电集团主辅生产
线已达 26 条，上半年液晶模组产量达 200 万
片，实现产值 13 亿元。初步形成智能通信终
端、智能显示终端两大产业链和智能手机、伯
皇 IT 两大产业园，被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命名
为“中国手机产业基地”。

近年来,信阳市以“小包裹”成就”电商物
流”大产业，用“大数据”引领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让新业态的巨轮悄然起航。据统计，该市
目前有规模以上现代物流企业 114 家，电子
信息企业 86 家，同比增长 46.1%。

借海扬帆找“优势”

“这个项目审批手续卡在哪？是不是有
些职能部门慢作为？”11 月 2 日，在全市重点
攻坚项目督导协调例会上，市委书记郭瑞民
厉声发问。

这场自 2012 年开始每两周一次的工作
例会，旨在集中解决产业集聚区项目审批、
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到此已经是第 61 次
了。

例会首先通报了一组很长的数据：目前，
全市产业集聚区重点攻坚项目共 103 个。在
建项目 80 个，总投资 423.9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38.8 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 121.8 亿元，快
于时序进度 18.3 个百分点……

经过两个多小时汇报、讨论，例会对部分
需抓紧抓实的重点工作进行了督促和调整，

对工作不力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批评。
“不能让这种好的发展态势昙花一现，严

格督导，强化作风是必须的保障。”乔新江市
长语重心长地说。

“市委‘争先进、比贡献’的号召激荡人
心。竞赛活动的背后是信阳人背水一战、挑
战危机、寻机突破的一场激烈拼杀。”市发改
委主任郑先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半个
月前，信阳市委、市政府专门拿出一天时间，
召开了“争先进、比贡献”工作大会，会议对
前三季度各县区的多项经济指标进行通报
评比，对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区在经济建设、
安全生产、生态文明等专项行动成效进行量
化排名。一些分数和指标落后的县区和部
门的领导感觉压力很大，会后主动找市委领

导谈心。
如何施展“弯道超车术”？信阳市委、市

政府通过项目将市、县、乡、村四级干部拧在
一条绳子上。

很多领导干部绞尽脑汁地创新招商引资
方式方法，坚持驻守在发达地区和项目转移
区，想项目、找项目、要项目、争项目，甚至是

“抢”项目。
实干使得一个个项目相继在信阳落地开

花。据统计，前三季度，全市产业集聚区完成
投资 734.1 亿元，新上电子信息、现代家居、新
型建材、绿色食品、现代物流产业项目 102
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4%，高于全省 1.8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五位。其中，工业投
资增长 17.7%，居全省第三位。

扬鞭直指“慢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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