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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张俊红)“老徐啊，从今天开
始，我们分分工，分别到 52 家五保
户、低保户家走一趟，把区里批准他
们享受搬迁扶贫政策的好消息挨家
挨户传达到。”6月18日是个双休日，
一大早，出山店水库移民村高湾村的
5位村干部就忙碌起来。有着 30多
年党龄的老支书潘继宏，和村主任徐
杰商量这两天的工作安排。

记者坐在村会计张明金的摩托车
上，往高湾村王湾组驰去。路上，张会
计讲起了特困户张俊献的苦难史：十
年前丈夫患癌症去世，四十来岁的她
精神失常多年，女儿正在平桥二高上
高中。这些年来，一直靠政府低保和
娘家接济过日子。公公偏瘫后行走不
便，婆婆患白内障双目失明。没有任
何经济来源，村里为他们申办了低保。

到了王湾张俊献的家，当张会计
告诉他们，修出山店水库，政府对特
困人群建安置房有特殊照顾，搬到三

官移民新区后，他们可以享受精准扶
贫政策，可免费分到政府修建的 50
平方米新房时，张俊献的公公邹法全
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拄着棍子把我们
送到村口，看着我们走远。

高湾村位于出山店水库工程规
划淹没区内，需搬迁1200多人，淹没
土地和村庄涉及 8个村民组 400 余
户，其中有 52户近 140 人属于特殊
困难户，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出山店
水库移民局对移民贫困户搬迁问题
非常重视，进行过多次调研后，要求
要有效、有据融合各项惠农政策，多
途径解决贫困移民搬迁问题。像张
俊献这样的贫困户，在拿到原有的水
库移民房屋拆迁补偿和征地赔偿款，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基础上，还可以
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中易地搬迁扶贫，
政府免费为每人提供25平方米住房
的优惠政策。精准扶贫和移民政策
有机结合，像张俊献这样的贫困户搬
迁后，生活居住就都有了基本保障。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裴娅晖 余江）“十分感谢，两个
孩子想要一双新鞋子的心愿这么快就
实现了！”6月20日，息县包信镇中心
校五年级学生耿新友、耿小花的爷爷
紧紧拉着助两位农村兄妹圆梦的爱心
人士赵鑫宇、胡贤君的手连声道谢。

一个篮球，一套动漫书，一辆自
行车……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却
能点燃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群
孩子的希望之光。近日，息县发起

“爱在息县，点亮‘微心愿’”爱心捐
助活动，开辟多渠道征集城乡贫困

家庭孩子们的“微心愿”，公布办公
地址、电话及电子邮箱，接收来信、
来电、网上申报，由民政、残联、农办
等相关部门筛查验证后，再发布到
县委宣传部的微信平台和义工 QQ
群里，由社会爱心人士自愿认领。
一时间，息县爱心涌动，微信群、QQ
群里讨论火热，每期发布的微心愿
都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活动开始一个月，微信平台已公
布的 4期 200个“微心愿”全部被认
领，90%以上已实现，“微心愿”征集
认领活动依然在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曾令菊 曾庆畴）白墙黑瓦高挑
檐、小桥流水廊回环……流连在商城
县汤泉池管理处七里冲村，仿佛置身
于江南水乡园林的诗画之地。

6月18日一大早，该村农家乐老
板李延谋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当天中
午，他的水上餐厅的大半位置已经被
下乡游玩的城里人预约了。他带记者
走上通往餐厅的木质曲廊，指着眼前
碧波荡漾的池塘和水面上古色古香的
水上餐厅、不远处蓊郁树木掩映着的
古朴村落，高兴地说:“俺们村就是一个
能够存放乡愁的美丽地方，来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
越鼓喽！”

以前，七里冲村偏居水库一隅，道
路不便，贫穷闭塞，村民们纷纷选择外
出打工。自从县里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后，这个村成了省里的示范村。公路
修到家门口，池塘水堰都重新翻修，村
子越变越美。前几年李延谋在苏州做
企业有了点积蓄，见多识广的他觉得
乡村旅游会有个好前景，就投资200万
元建了这个水上餐厅。他看着络绎不
绝的游客说:“我们村现在渔家乐、农家
乐、植物观赏园都如雨后春笋般一个

个冒出来，村里家家户户都享受到美
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好处！”

商城县先后获得“中国炖菜之乡”、
“中国深呼吸小城”、“美丽中国·全国创
新示范县”、“首批十大休闲（度假）旅游
目的地”等荣誉称号。他们在抓好美丽
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乡村旅游发展
的规划和指导，注重扶持旅游休闲产
业、培育特色乡村旅游示范，围绕文化、
生态、新农村一体化，立足“山、水、泉、
寺、渔、养、种”等特色资源，推动旅游风
情小镇和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促进乡
村旅游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已形成以七
里冲、里罗城、金刚台等为代表的5个乡
村旅游示范村，里罗城村还被确定为全
国首批“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全县有6
个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个行政
村被评为省级生态村。

“俺村现在经常上电视报纸，名声
远扬啊，游客们一批接一批地来。”伏山
乡里罗城村村民程先福说,开起农村
餐馆不到两年，就又翻新了房屋，扩大
了规模。如今这个村，一幢幢颇具豫
南风情的农家宾馆建起来了，村支书
吴从银告诉记者：“今年到这儿旅游的
客人已经超过十万人次，村里的农家
宾馆、餐馆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

6月19日，信阳城区配网16处需要加装隔离开关或实施电缆入地作业
的配网“零点工程”如期收兵。自6月13日0时起，为确保夏季用电高峰期到
来后，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工作生活的影响，信阳供电公司华祥电建配电分
公司组织5支应急抢修队伍，在深夜展开大会战，对所属配电线路进行全面检
修。图为电建工程四班班长尤海亮带领工人在信阳市民权路10千伏曾3线
施工点加装两台智能分界开关。 杨帆 摄

扶贫助移民 搬迁添保障

出山店水库贫困移民搬迁无忧

息县点亮“微心愿”助梦圆

奥运冠军信阳行
扶志聚力助扶贫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信阳实践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6月20日，国家级贫困县——光

山县文殊乡的偏僻山村中小学学生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平日里在电

视上才能见到的奥运冠军：王立彬、

郑海霞、许诺、贾占波、孙甜甜、陈中、

乔红、王丽萍、奚爱华、骆晓娟、赵菁、

杨伊琳12位国家著名运动员，他们不

但带来了体育器材和学习用品，还给

同学们讲起自己的赛场故事，激励他

们努力学习，用勤劳的双手改变家乡

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

发中心携手河南省体育局、信阳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弘扬奥运精神，

助力精准扶贫——奥运冠军老区信

阳光山行”的活动内容之一，也是支

持信阳市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具体

举措。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射击冠军贾占波
本就是信阳人。回到家乡的他显得特别
兴奋。他一下高铁，没顾上见一见亲戚、
朋友、同学，就和大伙一起直奔光山而去。

“在听说了国家体育总局要组织奥运
冠军老区信阳光山行后，俺毫不犹豫就报
了名。革命老区还有不少父老乡亲日子
过得很困难，党和政府惦记着他们，在外
的游子更牵挂着他们呀！”从光山县文殊
乡方洼村贫困户朱德安家出来，贾占波脸
色沉重。

与贾占波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两次获
得奥运冠军的女篮运动员郑海霞、跆拳道运
动员陈中，2004年雅典奥运会网球双打冠
军孙甜甜，他们都是河南人，回到家乡看到
父老乡亲们依然受穷，心情异常沉重。

连续两天的活动中，奥运冠军们先后来
到光山县文殊乡、上官岗社区、槐店乡、砖桥
镇，以及光山县电子商务园、光山二高、桦昌
生态园，捐赠体育器材，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讲述奥运赛场故事，指导开展健身活动和体
育训练，无论是顶烈日战酷暑，还是迎大风
淋暴雨，所到之处，奥运冠军们的拼搏精神，
深深地感染着老区的父老乡亲。

文殊乡方洼村党支部书记李信远高
兴地说，奥运冠军的拼搏精神家喻户晓，
他们能够来到老区，给乡亲们加油打气，
我们倍感振奋。

信阳市市长尚朝阳表示，扶贫先扶
志，治贫先治根。老区信阳的脱贫牵动着
各级党和政府的心，也牵动着体育健儿的
心。奥运冠军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不
甘人后、勇攀高峰的品质和精神，与“坚守
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
大别山精神一脉相承，这正是老区打好精
准扶贫攻坚战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到老区信阳，支持体育助力精准扶
贫，是冠军们回归社会，回报百姓的实践
活动，同时也是接受红色教育的绝佳机
会！”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
任金华省告诉记者，自 2014年以来，他们
组织冠军上百人次先后走进井冈山、大别
山等革命老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京郊农
村、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活动直接服务
人群近 15万人。

6月21日上午，奥运冠军们与
光山县二高的学生们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红色运动会，投弹、送
军粮、定点投篮、丰收大比拼……
穿上灰军装、头戴八角帽的运动员
们，又把人们带回到鄂豫皖大别山
革命老区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信阳市政协副主席、市体育局局
长周保林告诉记者，从大革命时期到
老区解放，革命老区军事斗争没有间
断，红色体育运动也没有间断。

1931年，中共鄂豫皖分局开办
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均设有体
育、军事课，并专门建设运动场地，
设有400米跑道，篮球、排球、网球、
足球场。

1932年5月，鄂豫皖苏区举行
首届体育运动会，有300多名运动
员参加包括跳高、跳远、单杠、双
杠、赛跑，以及手榴弹、射击、刺杀、

爬山在内的体育比赛，极大的激励
和鼓励着老区人民和子弟兵顽强
拼搏和英勇斗争。

“我们一定要把红军体育精神
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铭记红色历
史，传承拼搏精神！”两届奥运会乒
乓球冠军乔红，两次游泳世锦赛冠
军赵菁都来自湖北，当他们听说了
红色体育在离他们家乡如此之近
的这片红色土地上，有着如此艰苦
卓绝的革命传统时，兴奋不已。

老区英魂世代永存，红色体育
经久不衰。今年上半年，先后有三
场挖掘红色革命资源的群众体育赛
事，如烈士鲜血浸染的映山红一样，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次第开放。

3月 8日，2016全国群众健身
登山大会开幕式暨新县将军山登山
大赛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登

山健将和5000多名登山爱好者参
加……

4月24日，河南省徒步大会在
“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商城县金
刚台（西河）景区举办，来自全省十余
个地市的户外徒步爱好者和当地群
众等6800多人徒步红色景区……

5 月 7 日，2016 全国徒步大
会——罗山何家冲“重走长征路”开
幕式暨信阳市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
仪式在红25军长征出发地举行，来
自全国18个省市的3500多名徒步
爱好者和群众，沿当年红军长征路
线一路前行……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张文深表
示，信阳市将大别山红色历史与体
育运动有机融合，让户外运动爱好
者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教育，给红
色景点集聚了人气，更给周边群众
带来了财气，可谓是一举多得！

河南电视台《豫动起来》的记
者许博已经记不起这是今年第几
次来信阳采访体育赛事活动了。

除了上述活动外，许博掰着手
指头给我们算开了：1月1日，全国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在鸡公山举办；
1月 13日，2016 迎新春万米长跑
活动在百花园区域举办；1 月 18
日，河南省第8届万村千乡农民篮
球赛在信阳举行；3月 13日，2016
信阳马拉松（半程）赛在环浉河举
行；4月15日—19日，2016年全国
公路自行车冠军赛暨第八届信阳
全国自行车公开赛在信阳青山绿
水间摆开赛场……

信阳市体育局党组书记余华
介绍，截至目前，信阳市全市今年
已举办大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30 余场次，参与人数 10 多万人。
他们坚持体育+旅游的新路子，活
动场地选择注重展示信阳丰厚的
山水、文化、旅游资源和越变越靓
的美丽乡村面貌，提升魅力信阳美
誉度和知名度，逐步吸引外来游客
净流入，增加景区和偏远乡镇的收
入，带动和引导群众将青山绿水变
成金山银山。

“信阳的乡村，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真正的梦里老
家！我们还会再来，而且还会带家

人、朋友一起来。”第 12届亚锦赛
男篮冠军、1984 年奥运会中国代
表团旗手王立彬，2000年悉尼奥
运会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北京奥
运会赛艇冠军奚爱华都是第一次
来信阳，这两天来他们一直对信阳
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清爽空气
赞不绝口。

商城县金刚台（西河）景区董
事长江建军透露，4月份河南徒步
大会在西河举办后，入园游客逐日
增加，如今每逢双休日，景区漂流
和户外拓展项目一票难求，景区周
围的农家饭庄家家爆满，生意火得
像三伏天的太阳一样。

信阳是河南的南大门，这里历
史厚重，山川秀美，生态良好，素有
江南北国、北国江南之称。近年
来，相继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示范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连续七届蝉
联中国十佳宜居城市，连续五届荣
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信阳市委副书记刘国栋介绍：
信阳是河南省唯一一个所辖县均
为贫困县的省辖市，有5个县是国
家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2个县是省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达 38
万人，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守着青山绿水不知怎样变成
金山银山的父老乡亲，更让人揪
心。我们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
为他们出谋划策、倾心尽力，让每
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2012年伦敦奥运会击剑冠军骆晓
娟、第24届亚锦赛女篮冠军许诺、
北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冠军杨伊琳，
在走出文殊乡方洼村贫困群众赵
运富家后，饱含深情地说。

今年年初，信阳市体育局在上

级的支持帮助下，围绕中心、主动
作为，研究制订了《关于体育支持
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方案》，决定
从2016年起，按照定点、定向的原
则，对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
户，与当地协同构建到村、到户的
体育精准扶贫帮扶体系，坚持项目
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以完善健
身场所设施、培养优秀体育苗子、
大力发展步道经济、发展体育旅游
等精准扶贫为主要抓手，制定多元
扶持与资助政策，助力精准扶贫。

根据市里统一规划，新县将生
态体育、红色旅游、教育培训、乡村
休闲深度融合，以大别山全民健身
公园为核心建设大别长淮国家级
登山健身步道，打造豫南户外运动
中心和全省体育产业基地；毗邻的
商城县则积极推进山地户外运动
体验培训基地建设，打造黄柏山-
金刚台-汤泉池全国体育旅游精品
线路；浉河区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
打造国内一流的环南湾湖公路自
行车赛道；罗山县开发红 25军长
征出发地何家冲至灵山的红色旅
游健身步道和登山生态绿道；光山

县建设国家级青少年户外活动中
心，打造连接净居寺、官渡河、龙山
湖的全民健身休闲带；鸡公山管理
区建成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打造国际山地户外运动营地。平
桥区在郝堂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山水风
光健身休闲旅游和沿河体育运动
休闲走廊；息县规划建设环龙湖湾
和关店湿地公园的健身步道、自行
车赛道和休闲健身长廊；淮滨县打
造以水上户外运动为主的淮河体
育健身公园；南湾管理区则依托河
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将水上运
动从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延伸，打
造省内重要的水上运动基地。

“全力抓好上述体育扶贫重大
项目的实施，是信阳试水‘体育+生
态+扶贫’的创新实践，大别山·信
阳新县段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的开
工建设已经证明，生态体育项目的
实施，助力项目区群众脱贫致富立
竿见影，而且还将会给当地经济社
会的发展带来持续深远的影响。”
信阳市副市长张明春对体育助力
精准扶贫有着清醒、长远的认识。

扶贫先扶志，
奥运精神提振信心

1

全民健身热，群众体育带火乡村3

不忘老区魂，红色体育世代传承2

念好山水经，健康产业助力脱贫4

奥运冠军为光山县文殊一中体工队的精彩表现点赞。

奥运冠军看望慰问光山县贫困家庭。

商城山水美 旅游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