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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画家村”里热闹非
凡。在“爱心学堂”里，孩子们正在
老师的指导下学画画、学音乐、打
拳等活动，其乐融融。

“画家村”里的孩子由于父母
长期在外打工，缺少关心和监管，
一些孩子对学习不太上心，心理也
易出现封闭、叛逆等问题。为此，
艺术家们创办了“爱心学堂”，无偿
教孩子们画画、音乐、国学、弟子
规等，并且将一些生活常识、安全
知识乃至人生哲理融入课堂，寓

教于乐，并培养出一批具有文艺
特长的农村孩子。据悉，累计培养
200 多名留守儿童，辐射带动周边
7 个村。

村民们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
“自从孩子们进入‘爱心学堂’，就
像换了一个人，不再一味地玩耍，
还能静下心来学习功课，更加懂事
知礼。”

此外，为了使画家村持久焕发
活力，驻村艺术家们发动村民种葫
芦，眼下已见成效，今年葫芦种植

面积将达到 60 多亩。
“你看这些用葫芦做成的汽车

吊坠和钥匙坠漂亮吧？都是俺们
在画家指导下手工做出来的。”一
位村民指着悬挂在墙壁上的精美
葫芦一脸兴奋地告诉记者。

为把“葫芦”产业做大做强，画
家村还接纳了 20 多名学艺术的聋
哑大学生，他们发挥所长，将弟子规
等国学经典雕刻在葫芦上，便可实
现从葫芦种植、葫芦创作到葫芦艺
术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看青山绿水，听松涛阵阵，观白鹭戏
水，啜山野清茶……桐柏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很多外地游客的最爱：“但愿常作桐柏
人，流连福地不愿返。”而“走遍天边，不如
太白顶（桐柏山主峰）圆圈，吃的细米白面，
烧的松针斛叶”的民谣，则印证了老区人民
对家乡蓝天碧水的挚爱。

曾几何时，乱采矿、乱采砂、乱砍树及
非法小冶炼等危害生态现象，令桐柏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如今，经过持续打击，此类
现象基本销声匿迹，淮河源头再次恢复了
碧水悠悠的景象。桐柏的空气质量、森林
覆盖率等生态指标也都有了显著提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淮河源头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来自于桐
柏老区生态立县战略的实施，也与该县保
护淮河源“一防两惩四完善”工作机制密不
可分。

桐柏县检察院检察长曾军告诉记者，
保护生态环境是“一揽子”工程，涉及诸多
因素。只有不断创新机制，才能使保护生
态环境不至于“一阵风”，步入系统化、常态
化、制度化轨道。为此，桐柏县将“法治元
素”融入保护淮河源头生态环境中，探索实
施了“一防两惩四完善”工作机制，取得了
显著成效。

“一防”，是指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宣传，在全县营造人人关心生态、个个
爱护环境的良好环境，构建预防破坏生态
环境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化网络；“两
惩”，即严惩生态环保领域各类刑事犯罪，

严惩生态环保领域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
罪；“四完善”，即完善服务生态环境建设调
查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生态环
境司法修复、责任追究等四项机制。

“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
领导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害生态的犯
罪活动时有发生，正说明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的极端重要性。要去掉一些人脑子中的
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
作，包括宣传工作。”谈到“一防”，曾军有切
肤感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桐柏县
检察院联合林业、国土、水利、环保等部门，
每年都要开展集中普法活动；协调工、青、
妇及文化、广电、教育等部门，发起“保护淮
河源头，造福子孙后代”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一村四警”等活
动为契机，组织干警进机关、进企业、进村
组、进社区、进农户；办好“心连心”网站，利
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生态保护
信息，让网民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耳目”；
设立破坏淮河源头生态环境犯罪举报专线
电话，并在县电视台公之于众，发现苗头性
问题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制止打击，让广大
群众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生力量；举办
廉政教育专题讲座，组织行政执法部门工
作人员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在思想上筑牢
职务犯罪“防火墙”。

在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宣传工作的同
时，惩治生态领域的“害虫”一刻也没有停
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打击不力，

就是对淮河人民的犯罪！”曾军经常告诫检
察干警及职能部门负责人。2013 年以来，
桐柏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危害生
态环境的案件 37件 39人，向该县国土、林业
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11 份，监督相关职能
部门集中开展大型执法活动 7次，关闭非法
采矿点 10个，查封 5个。严厉查办涉及行政
审批、环保资金和项目分配等领域的职务犯
罪。去年以来，共查办涉及破坏环境的职务
犯罪 9案 13人，保持了惩治此类犯罪的高压
态势。为顺应发展和人民期待，为桐柏生态
立县战略保驾护航，健全立体化的生态保护
体系，县检察院主动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推
动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的生态环保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公、检、法快速
办理涉林、涉矿等危害生态能源各类犯罪案
件的“绿色通道”，完善了司法与行政执法、
行政问责的衔接机制，建立了“两法衔接”信
息平台和执法台账，制订了检察院服务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等，全力保护淮河源
头生态安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名
务实重干的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成为曾军
的“必修课”。在调研中，他发现，危害生态
安全的犯罪活动呈现季节性、分散性、流动
性、链条性、市场性等特点，防范和打击也
必须随机应变。在打击危害生态环境犯罪
行动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条块分
割、各自为战的问题，制约了打击的威慑
力。危害生态的“硕鼠”虽然受到惩治了，
但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却往

往一拖再拖。针对这些问题，曾军先后组
织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淮河源头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的调研报告，为县委、县政府完善
生态立县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四个完善”中，曾军对完善生态环
境修复机制格外看重。他告诉记者，对于
一般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监督相关行
政执法部门引导相关企业及当事人进行生
态矫正和修复，达到恢复原状标准的，可减
轻行政处罚。对破坏生态环境构成刑事犯
罪，犯罪嫌疑人能够积极进行生态修复的，
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建议法院从轻或
减轻处罚；或者建议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征
收代复费，由专业人员进行补植复绿，实现
惩罚犯罪与保护环境共赢。“不看形式看实
效，不达目标誓不休”，这就是曾军的作
风。截至目前，桐柏县检察院共监督、办理
补种复绿案件 15 件，当事人补种松树、杨
树等林木 2000 余株；向环保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监督安棚碱矿对其排放污染物超标
情况进行整顿修复 1 次；监督县国土等部
门恢复地貌 350 亩，有效遏制了破坏生态
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如今，淮河源头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
桐柏县获得了“全国水土保持暨生态环境
建设示范区”、“河南省生态县”等荣誉称
号，被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良好
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知名企业前来
投资绿色产业，桐柏正实现从“绿起来”到

“富起来”的美丽蝶变。

南阳人心中的“798”
□南阳观察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边铨彬 袁永强

黄昏时分，音乐轻抚，屋顶升起袅袅炊烟，熟透了的柿子树，加上农人扛着锄头回归时吆喝
出来没有韵律的乡歌，勾勒出一幅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暮归图……

这就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村”，位于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的岳庄，目前已入驻艺术家 60多
人，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游人如织。

青砖瓦房、旧轮胎、碾盘……这些在众人眼中不起眼的玩意儿，经过艺术家的妙手，令人惊
叹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业内相关人士慨叹道，“画家村”就是艺术家的心灵归属，是南阳人心
中的“798”。

在绿水环绕下，一排排古朴的
青砖瓦房错落有致的隐于林间，使
古色古香的村落显得更为秀丽。
漫步于村间的青石小径，土墙、碾
盘、青砖、茂林、古藤……再寻常不
过的农村样貌中，却处处充满着艺
术气息。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个村子
有 100 多年历史，更难能可贵的是，
有 37 处连片的瓦房，而这并不多
见，并且房前屋后都是汉砖。

走进国家一级美术师郑明的
“听雨轩”，磐石古玩点缀院落，推

门进去，室内雕刻着国学经典书篇
的葫芦挂满书架，农村特有的布老
虎摆满书画案台。转而来到画家
蒋铁浩的“听竹轩”，院子里腊梅松
柏装点冬景，瓮缸里金鱼游弋……
简单地修葺之后，普通的民居院落
瞬间变为颇具特色的艺术工作室，
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家慕名
而来。

现在画家村已入驻 60 多位画
家，开设有 30 多个画家创作室，全
国范围内已有 200 多位书画家表达
了入驻意愿。这个在社会经济发

展大潮中被遗忘的村落，因为艺术
家的到来，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

“北京有个 798 艺术区，那我们
要把画家村打造成南阳市的 798。”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说，从 2015 年
开始，宛城区委、区政府把“画家
村”作为美丽乡村、文明新村示范
点来精心打造，大力改善提升“画
家村”的条件，共协调资金 360 多万
元，修路、安装路灯、种风景树……
让这个昔日无人问津的“空心村”
蝶变成远近闻名的画家村。

画 家 村

“空心村”的蝶变

“画家村”的活力

通过烙画制作葫芦，带动了村里的特色产业发展。

画家村里好热闹

画家村里风光好

本报讯（南 阳 观 察 记 者
吴曼迪）2 月 20 日上午 8 点钟，
刚一上班杜素一就迎来了两位
前来体检的客户，在她的耐心
指导下，两位客户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况先后选择了全身体检
和局部体检。

“春节前后选择来体检的
人越来越多，不少是在外打工
的 孩 子 为 父 母 预 定 的 健 康 体
检。”南阳市美年大健康体检中
心的客服主任杜素一说，春节
期间高峰时，仅个人体检项目
就能达近 50 人，健康体检成为
春节新的时尚。

春节该给亲人送上什么样
的新年礼物？在记者随机采访
中，与传统方式相比，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送健康礼。南阳市梅
溪路一家药店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春节期间，冬虫夏草、西洋
参、深海鱼油等健康类产品都
是旺销产品。南阳市不少医院
和体检中心也迎来健康体检的
高潮。

“我常年在外打工，没法照
顾父母，能够在走之前为他们
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我出门在
外也放心。没想到现在南阳也
有如此高端的体检机构，水平
不 比 一 线 城 市 差 ，价 格 也 便

宜。”在南阳美年大健康体检中
心 为 父 母 进 行 体 检 的 李 淑 娜
说，她常年在北京打工，父母都
已经年过 60，一些老年病慢慢
开始出现，为父母定制一个体
检套餐，能够做到疾病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疗，这样自己出门
在外也就多了一份安心。

同样在美年进行体检的吴
先生则是带着父亲来进行康复
检查的。“父亲去年做过胆囊手
术，手术效果比较好，但是毕竟
年纪大了，定期做一个复查我
们更放心。”吴先生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医院病人比较多，到
医院进行复检挂号、排队太麻
烦，因此选择了美年大健康体
检中心，这里舒适的环境和先
进的体检设备让他比较放心。

南阳市美年大健康体检中
心的高琳告诉记者，随着现代生
活节奏的加快，各类疾病都出现
年轻化的趋势，因此，定期的体
检必不可少，这也是近些年“体
检热”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体检
中心，有专业的医师为客户提供
详细的健康咨询服务，并且有先
进的体检设备和系统的体检服
务，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
况灵活选择体检项目，为自己的
健康保驾护航。

别样的新年礼物——

健康体检走俏春节市场

游客对葫芦工艺品爱不释手

桐柏：“环保检察”润绿锦绣淮源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周闻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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