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临之际，南阳市提出2019年提前脱贫摘帽。然而贫困基数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类型复杂则是摆
在南阳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南阳市积极探索出一系列扶贫模式，在交通、卫生等领域展开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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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道路通，
百业兴，贫困地区路网交通建设，不仅
关乎群众的生产生活，更是这些地区
能否如期脱贫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南阳以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条件为重
点，实施农村公路通畅工程，方便贫困
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也破解了
制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交通瓶颈，
有效地服务了产业培育，促进了贫困
地区致富增收。

致富路铺就美丽新农村

“俺们这儿的土质特别黏，一下
雨，泥巴就粘着鞋不让你走，‘年庄’就
变成了‘黏庄’。2013年修好公路后，
俺们走路再也不发愁了。”12月20日，
社旗县郝寨镇年庄村党支部书记黄红
义说。

年庄村是南阳市“整村推进”扶
贫村，省地税局定点扶贫村。2013
年，扶贫工作队在全面调查该村情况
的基础上，将村内道路、仿真花产业
发展和村小学改扩建作为具体帮扶
的重点项目，紧抓不放，主动投入与
多方协调相结合，积极筹措资金，详
细规划设计，为年庄村修建了 3.5 公
里道路，彻底解决了年庄人的出行难
题。村里通公路之后，也带动了村民
的致富热情。李富文创办了生产仿
真花的南阳市文鑫工艺品公司，在扶
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李富文投资 260
万元购买新设备，在公路两侧建设了
新厂区，壮大了产业规模。如今，公
司建成了 9家分厂，发展绢花组装点
十多个，年产值从 2012 年的几十万

元增加到去年的 1500 万元，带动附
近村民近千人就业，村民脱贫脚步明
显加快。

近年来，南阳市实施农村公路通
畅工程，改善贫困地区交通基础条件，
让越来越多像年庄村这样的贫困村的
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截至目前，南阳
市农村公路总里程数达到 31060 公
里，其中 7个贫困县农村公路总里程
达 20338 公 里 ，占 全 市 总 里 程 的
65.5%，已解决 663个贫困村的道路通
畅问题。

“要把羊肠小道变身盘山公路，让
山里人能走出去，让村里的农产品走
出去。”内乡县赵店乡长岭村村支书周
全力说，长岭村距县城的直线距离 10
公里，但由于山岭阻隔村民过去出行
只能走一条羊肠小道货物进出几乎都

是肩挑手提。路，成了制约村里经济
发展的瓶颈。

2011年以来，乡里积极争取项目
建设资金，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通组路、
串户路，将一栋栋民居连起来，也使村
里到县城的车程由1个小时缩短为30
分钟。路通了，农产品运出去了，山村
也富起来了。2010年，长岭村人均收
入为 3000元，到 2014年，已增至 6500
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全村人均收入
将接近8000元。

从“远到天涯”到“近在咫尺”

“这里空气好没有雾霾，几年前村
里修通了路，我家就搞了农家乐，周边
地区游客不断。”提到去年收入十余万
元的农家乐，西峡县村民李彦军喜笑
颜开。

谁承想，一个村民到乡镇都要翻
越几个小时山路，年轻人纷纷离开，只
剩下老弱病残的贫困村，会华丽转身
为平均两家一辆小汽车，村民人均收
入达５万余元的幸福村。

“村里人多地少，靠采集山茱萸等
中药材过得很苦。后来政府给我们修
了路，游客能走进来了，以前没人要的
山货都成了他们眼中的香疙瘩了，为
俺们脱贫致富助力不少。”李彦军回忆
道。

李彦军不是个例。近年来，南阳
市注重贫困地区旅游工作，但贫困地
区交通不便则成了旅游业发展的桎
梏。南阳的南召、镇平、内乡、淅川被
确认为秦巴山区扶贫县，而这些地区
又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如何把绿
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让贫困地区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脱贫致富成了南阳
各级领导部门思考的问题。南阳市交
通运输系统围绕扶贫攻坚战略部署，
在贫困地区布局全方位的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

目前，从内邓高速到渠首的快速
通道已经建成，全程只需 20分钟；从
内乡到宝天曼景区的快速通道也将于
明年建成，为南部客源缩短约 30分钟
车程；沿麒麟湖景区东西通道建设也
提上建设议程，将进一步加快沿线景
区开发步伐……

“交通是促进贫困地区奔小康的
重要基础和条件，我们要继续做好脱
贫致富的交通先行官，为全面奔小康
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持。”南阳市交通
运输局局长王志凯说。

随着扶贫力度的加大，我国对消除贫困
的理解和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5
年，南阳市卫计委把医疗救助活动和国家的
扶贫政策相结合，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贫
困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卫生救助。

政策利好多 扶贫扶到百姓心窝

“老伴儿一直身体就不好，现在新农合
报销比例一直增加，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
力，以前不能报的病种今儿也能通过‘新农
合’报销了!”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农合
直补处，一位老大爷高兴地说。

截 至 今 年 11 月 份 ，南 阳 市 参 合 率
99.71%，贫困地区参合率均在99%以上。同
时，提高35种重大疾病保障水平，实行新农
合大病保险制度，有效降低参合农民“因病
返贫”风险。

在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农合办主任孙
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今年有个病患儿童
因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连续七次在二院
住院治疗，住院总费用81457.48元，此病属
于儿童重大疾病，所以新农合和民政救助共
补助90%，避免了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除了新农合方面的补助之外，在贫困地
区还实施妇幼卫生项目。在唐河县、南召县
实施农村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检查
项目；在南召县、淅川县实施贫困地区儿童
营养改善项目，共发放 19066个营养包；在
镇平县实施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
项目，同时在贫困地区还实施了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和补服叶酸项目，进一步
落实了惠民政策。

大手牵小手 足不出户治大病

“在县里就能享受到市里三级医院专家

的服务，真是太好了！”家住淅川县的李大爷
高兴地说。这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淅
川县人民医院开展城乡对口支援工作后经
常发生的场景。

借助于京宛对口协作平台，今年以来，
南阳市卫计委加大和北京市朝阳区卫计委
对口协作力度。目前，已构建北京、南阳两
地市、县、乡三级全面卫生对口协作网络，从
人才培训、查房教学、学术交流、专科建设、
远程会诊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协作。另外，加
快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流动，鼓励医务人员到
一线去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工作，通过职称晋
升、职务提升等激励方式促进基层医疗人才
资源的质量提升。

加大对口支援力度，是提高贫困地区基
层服务能力的一项有益举措。同时，为提高
贫困地区医疗水平，通过多方争取，贫困地
区各县人民医院还分别与解放军总医院、北
京武警总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大一附
院等大型医院建立了远程会诊网络系统，有
效解决了基层群众疑难杂症的诊治问题。

自 2011年起，南阳第一人民医院每年
均派出医疗、护理、管理等多名专家支援新
野县、淅川县人民医院。在南阳第一人民医
院的扶持下，淅川县人民医院单独成立了肿
瘤科，新野县人民医院开展了放射介入诊疗
业务。经过几年来的对口支援，新野县、淅
川县人民医院的门诊人次、住院人次和手术
例次大幅上升，群众满意度也大大提高。

“医疗扶贫就是为实现‘小病不出村、常
见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目前，全市贫困
地区县级人民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已全部改
扩建，贫困县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不断健
全、惠民政策不断落实，为实现小康事业添
砖加瓦。”南阳市卫计委主任赵显夫说。

揭开水源地生态产品《琅琊榜》

医疗扶贫铲除小康路上的“绊脚石”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实习生 吴怡瑶 刘 菲

让交通为扶贫攻坚插上翅膀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贾志强 廖兴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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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南水北调水源地南阳首届生态农副土特产品博览会开幕在即南水北调水源地南阳首届生态农副土特产品博览会开幕在即

“麒麟才子，江左梅
郎”，南阳生态农副土特产
品的梅郎又是什么？

“2016南水北调水源
地南阳首届生态农副土特
产品博览会”将于 2016年
1月 23日至 31日举办，届
时南阳生态农副土特产品
《琅琊榜》将开卷，让我们
先睹为快吧！

本次博览会由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南阳市委宣
传部、南阳市委农办、南阳
市农业局、南阳市林业局、
南阳市畜牧局、南阳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阳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举
办，活动分为三站，将沿着
“南水”北上的步伐将南阳
家乡优质的生态农副土特
产品送至沿线城市和首都
人民的餐桌。诚邀各位英
雄好汉前来品鉴。

南阳有“三宝”：玉雕、烙画、南阳黄
牛。如今，作为全国五大优良黄牛品种之
一的南阳黄牛，已基本告别役用时代，经
过品种改良后的“南阳肥牛”已成为百姓

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南阳黄牛之所以盛产于南阳盆地，与

唐河、白河流域特有的生态条件和自然资
源优势密切相关，肉用南阳黄牛具有肌肉
丰满、肉质细嫩、颜色鲜艳、适口性强等特
点，被中外专家称为“理想肉品”。南阳肉
牛存出栏量、牛肉产量等生产指标连续多
年居河南省第一位。新野、唐河、邓州等
５县被列入国务院现代农业生产肉牛产
业发展资金项目中。

众多肉牛加工企业看准商机，纷纷落户
南阳，内蒙古科尔沁就是其中代表。南阳牛
肉已辐射到北京、上海等全国几十个大中城
市，并远销俄罗斯、韩国以及我国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如今，肉用南阳黄牛新品牌正阔
步走向世界，成为南阳的又一张“名片”。

牛中珍品南阳牛

“畅饮丹江水，醉品野生鱼”，丹江自
古便有“圣水”之美誉，在其中生长的鳜
鱼、银鱼产品堪称“水中珍品”，其肉质细

嫩，口味鲜美纯正，营养价值极高，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远销全国各地。

如今，在丹江鱼品系列中，翘嘴鲌当仁
不让地最受消费者喜爱。它肉质细腻鲜
美，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A
和 C，钙、铁含量都是其他鱼类无法比拟
的。另外，翘嘴鲌还有较好的药用价值。
2008年，翘嘴鲌鱼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命名为丹江口翘嘴鲌，
并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录。

“京源湖”大闸蟹被河南省农业厅评
为“2014消费者信得过优质农产品”，产自
淅川县马蹬镇丹阳湖水域，这里满江碧
透、湖水清澈，喂养的都是天然饵料，没有
任何的添加剂和饲料，所以肉质鲜美，备
受追捧。

丹江水美味儿香

秋高气爽时节，走在312国道西峡段，能
看到路旁的猕猴桃纷纷脱去白色的外套，露
出一颗颗日渐成熟的“心”。

走进特产店中，一箱箱猕猴桃鲜果整齐
地码放着等待人们的垂青，一袋袋猕猴桃果
片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一瓶瓶猕猴桃果汁和
猕猴桃酒让人欲罢不能。

号称水果之王的猕猴桃在南阳的大山
深处落下了脚，现在它不仅走出了盆地，也
走出了国门，走进了世界人们的口腹之中。

水果之王猕猴桃

南阳市新野县有着悠久的蔬菜种植历
史，这里的很多菜农都是祖祖辈辈以种菜为
主要收入来源，在全国蔬菜市场上拥有一席
之地，有着“北寿光、南新野”的美誉。

新野无公害蔬菜日均供港 30吨，已有
30余种得到国家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生
机勃勃的蔬菜带给人希望的同时，也把绿
色、健康的理念带到了更多人的餐桌上。

无公害蔬菜

如果对生态食品排一个《琅琊榜》，桐柏
豆筋、唐河凉粉、邓州米酒、界中米醋、淅川
酸菜等美味都会为榜首位置大打出手。

私以为豆筋以其筋、凉粉以其滑、米酒
以其醇、米醋以其香、酸菜以其爽均可在生
态食品界博得一席之地。

生态食品

美丽的乡村公路美丽的乡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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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李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