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观察记者 王昊 本报通讯员 樊迪

“水沟没水石遍地，沟沟坎坎点庄

稼。肩挑手拎进趟城，一走走到日头

落。”水沟村，虽叫水沟，却非常缺水，老

百姓的这几句顺口溜正是它昔日的写

照。

这个位于内乡县乍曲镇的小村子，

三年前全村有贫困户265户、贫困人口

860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人均年

收入不足 1800 元，远低于全县人均

6700元的收入水平；全村三分之一的

土地是石漠化的荒山，山上都是龇牙咧

嘴的黑石头，没有一条通村公路、没有

一项叫得响的产业。

如今，自来水流进了农家院，水泥

路也进村入户，山上的石头“开了花”，

水沟村实现整村脱贫，成为内乡脱贫攻

坚的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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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修路，山村的石头“开了花”
——内乡县水沟村脱贫记

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水沟村距镇里12公里，听起来不远，但
由于隔山过岭,过去村民出行只能走一条羊
肠小道，货物进出几乎都是肩挑手提。道
路，成了制约村里发展的“瓶颈”。

62岁的靳沟组村民靳国庆告诉记者，
过去上坡下岭山路崎岖，从外边来收粮食的
小贩都是一道沟一个价，水沟的收购价要比
沟外价格低两成，“就是到8里外的村部开
个党员会，都得早上 5点起，才能 8点准时
到达。”

35岁的靳英俊，当时曾买了一辆农用
三轮车搞运输。但是，车开进去容易出来

难，为了省事，只好把车子停到离家较远的
大路边，自己步行回家吃饭，晚上还得去查
看，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折腾了一段时
间，他只好租了间房子专门用来停车。

2013 年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实施
后，水沟村争取到了扶贫项目资金84万元，
新修了宽3米、长4.7公里的村组道路，解决
了村民行路难的问题。靳英俊为此新买了
大货车，乐得合不拢嘴：“俺再也不用天天晚
上起夜了！”靳国庆笑呵呵地说：“这路多硬
实，俺现在没事都想出来溜达一会儿。”

“道路畅通，不仅村民的生活改善了，也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致富门路，这也是一条
‘致富路’啊！”朱春玲告诉记者，村里道路修
好一个多月，已有好几户村民新买了三轮
车，还有几户农民准备像靳英俊一样，买辆
货车跑运输“赚大钱”。

此外，水沟村还扩建了村卫生所，建成
了 600平方米的新教学楼，扩容增设变压
器、改造低压线路2000余米，投放村村通电
视接收器300余个……曾经阻碍水沟村发
展的拦路虎一个个得到解决，村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越变越好。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付中
欣 余宇士）11月 26日，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
南阳分市场暨南阳师范学院2017届毕业生就业
洽谈会举行，南阳市5所高校的一万余名毕业生
前来应聘。据悉，来自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的
420多家单位，提供工作岗位 12000多个，当天
达成就业意向的有3000余人。

“去年招聘的几名南阳师院毕业生整体素质
高，沉得下去，敢于吃苦，开拓创新意识强，有发
展后劲，所以今年再次来招聘。”已经是第二年来
南阳招聘毕业生的腾讯互联负责人说。

南阳师院副院长曹天杰告诉记者，为让更
多学生早就业、高质量就业，学校在四个面精准
发力：通过对就业率比较低的专业限制或者停止
招生，对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就业率比较高的专
业扩大招生，让“供”与“求”相匹配，优化学生就
业。通过教学改革，加强实验、实习、实训、实岗
环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促进学生就
业。通过创新创业拉动学生就业，近两年来，学
校投入数百万元推进学生创新创业，参与创新创
业的学生由过去的200余人提升到今年的1000
余人，学生创办企业拉动学生就业。学校同淅
减、天冠、牧原等企业联合采取订单式培养，让学
生提前就业。据了解，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生近几
年一直持续保持了95%以上的就业率。8

水通了，路通了，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
纷纷返乡创业，得到“滋润”的水沟村随之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乍曲镇是历史上有名的茶产地，水沟村
所在的九峰山，属火成岩山系，土壤富含硒、
锰、锌等十几种微量元素，特别适宜有机茶、
菊花的种植。经过多次考察，南阳市天隆茶
业向水沟村抛出了“橄榄枝”，成立九峰山茶
叶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运作模式，规划了3000亩茶园和
2000亩菊花基地。2014年，该项目被确定
为科技扶贫项目后，上级部门陆续投入扶贫
资金70万元，支持水沟村做大茶产业和菊

花深加工。
九峰山上，金贵的土壤散布在石窝窝

里，群众形象地称种菊、种茶为“绣花产
业”。进驻九峰山后，天隆茶业不惜成本，第
一期硬是从石头缝里“抠”出了1000亩有机
茶园和400亩菊花园。

初冬的清晨，九峰山上贡菊铺金，山下
茶树吐翠。村民彭金侠和母亲周秀阁一起
来到菊花种植基地干活。“日头一出、眼一睁，
这60元就到手了。上个月俺领了1860元，
这辈子没领过工资，现在俺也跟上班的人一
样了。”彭金侠双手在盛开的菊花丛中灵巧
地翻飞，金灿灿的菊花堆满了采茶的竹篓。

“像彭金侠这样在基地干活而脱贫的
贫困户，还有100余户。”朱春玲告诉记者，
村民在家门口挣钱，人均收入已从三年前
的 1800 元增加到 5000 元以上，日子越过
越红火！

天隆茶业的负责人苗俊亚介绍，企业一
年给工人开的工资就在百万元以上，项目一
期目前已辐射其周边吴庄、上庄、店坊、彭营
等 4个行政村，项目三期可实现 2000余人
就业。

水沟村，这个引领内乡脱贫攻坚的山乡
示范村，正不断增强脱贫内生动力，书写致
富的新传奇。8

“俺活了大半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的
水！”72岁的彭超奇拄着拐杖、端着甘甜的
自来水告诉记者，“十年九旱，过去早起第一
件事就是到8里外的彭营村去拉水，俺这腿
就是因为拉水摔骨折落下了毛病。”

“俺从淅川马蹬镇嫁到这里，每次回娘
家总拎个大水桶，让人笑话死了！”41岁的
刘改枝告诉记者。

说起吃水难，村民就有说不完的话。“那
水啊真是比金子还金贵！”村支书朱春玲告

诉记者，全村1772人因水受伤的不在少数，
村里也想了不少办法，建防旱池、打水井，但
要不了多久，就又没水了。

有水，才有希望！2013 年，内乡县扶
贫办与水沟村结成定点帮扶对子，到各家
各户调研，详细了解村情和群众的需求，帮
助村“两委”班子理思路、谋产业，科学规
划，为该村描绘了“整村推进是杠杆，科技
扶贫是出路”的发展路子，并协调相关部门
进行扶持。

“天不明，俺就坐最早的班车赶到县水
利局门口等。”朱春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
今记忆犹新——历时 3天，水井一直打到
168米，白花花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全村老
少欢呼雀跃，高兴得跟过大年似的。

“现在一拧开水龙头，做饭、洗衣服、喂
牲口的难题都解决了。”刘改枝兴奋地说。
两眼深水井及配套建设的大型蓄水池，彻底
解决了全村的灌溉用水和居民饮水问题，两
座翻水坝里也波光粼粼。

南阳分市场就业洽谈会举行

3000余人获得满意职位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张
晓东 王涛）11月 23日 15时，南阳500千伏玉都
变电站主变一次送电成功，正式投入运行。投运
后将提升南阳电网供电能力65万千瓦，使电网主
网网架更加坚强。

据该工程负责人介绍，玉都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是河南省电力公司和南阳市的重点项目。
为确保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南阳供电公司、南阳
市政府、河南省电力公司积极协调配合，解决存
在的各种问题；施工单位克服天气、工期等困难，
严格按照图纸和规程施工；生产部门与各参建单
位紧密沟通协作，积极安排停电、定值计算和生
产验收等工作，做好生产和基建的相关衔接，实
现了220千伏配套工程送电无卡壳、一次投运成
功的目标，为南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用
电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电力保障。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1月 29日，河
南省新闻宣传干部媒体融合培训班在南阳淅川
渠首举行开班仪式。来自信阳市息县各单位、各
行业的新闻发言人、通讯员齐聚渠首，在未来一
周的时间里，他们将接受新媒体运用、摄影摄像、
新媒体写作、舆情处置等理论与实践知识。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
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对新闻宣传工作带来了
新挑战。为适应媒体融合要求，提高新闻宣传工
作者自身新闻素养，进一步提升我省新闻宣传质
量和水平，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精心筹备了河南省
新闻宣传干部媒体融合培训班，旨在通过两年时
间完成对全省各地各行业新闻宣传骨干的新媒
体培训，打造一支在融媒体时代拥有全媒体素养
的“新闻尖兵”。

首期培训班在淅川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开班，
开班当天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专家运用大量实
践案例为学员们生动讲述了如何搞好新媒体背
景下的宣传策划，接下来，学员们还将走出教室，
投身移民精神、扶贫攻坚的鲜活实践中进行采访
写作和新闻摄影课程。

南阳500千伏
玉都变电站投运

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

南阳小将斩获两项大奖

自己的孩子去年刚上小学,开学没几天学
校就通知订阅“校讯通”，说是以后孩子作业、学
校通知什么的都会发到里面,让发送自己的号
码订阅,因自己的手机号码不是移动号码,订阅
不了。自己用了十几年的号码再更换又很麻
烦，无奈自己又买个手机和移动号码,这个手机
就是为了接收学校信息看老师给孩子布置的作
业，每月收费三元，即使学生假期期间，也没法
停用，每天上班必须带着俩手机,不仅增加负担
还很麻烦。

没有手机的时代，老师也布置家庭作业，孩子
们也都能按期完成。况且，目前网络如此发达，免
费的QQ群、微信等几乎人人都在使用，老师们完
全可以依靠这些沟通工具，将作业、通知准确地传
达给每位家长，让家长朋友减轻负担，一定要用“校
讯通”吗？

目前，北京、深圳、四川、安徽等地已经叫停“校
讯通”，并将此类服务定性为变相收费进行查处。
2015年7月，河南新乡市教育局也出台文件，要求
新学期起新乡市任何学校一律不得再使用“校讯通”
类由家长付费的通信平台发布校方消息，不知南阳
的“校讯通”还将存在多久？能否让家长自主选择一
种可以和学校、老师更好沟通的方式？8

（学生家长李松坡）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张晓东 陈草原

贾东宛，一个阳光的大男孩，经过两
个月的岗前培训，正式“入行”南阳供电
公司输电运行三班。11月 16日，是他第

一次到深山巡线，上午7时 30分，带上饼
子、咸菜和水，便迫不及待地出发了。

巡线开始，和军茹班长首先下达指
令：“今天的任务是对回龙沟 220 千伏
1 号至 46 号杆塔例行巡视检查……”
崎岖不平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没有

道路，就钻树林，砍树枝，钻草丛，刺骨
的寒风吹打着脸庞……开始还身轻如燕
的贾东宛，一个多小时后开始气喘吁
吁，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爬山是脚
力活儿，要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这样能
增加与地面的摩擦力和平衡感。”和班
长告诉他爬山的秘诀。每到一个电杆，
和班长都会拿着望远镜检查瓷瓶是否
有裂纹或者破损，是否有螺丝松动、扎
线是否绑扎牢固……“20 号杆塔地基
覆土不足，记上！”和班长叮嘱道，这是
一个隐患，需要培土加固，否则会引起
杆塔基础下沉，要将此情况报告给电力
设施保护班，防止意外发生。贾东宛一
边使劲点头，一边在小本本上认真地
记。看完20号杆塔，已是下午1点多了，
贾东宛的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和
班长递给大家一人一个馒头后，便都席
地而坐啃起了馒头配大蒜。“只要巡线，
我们就会带着干粮和咸菜，在山上对付
一顿午餐，要想正儿八经吃顿饭，还得等
巡视完下山后。”和班长说。历经 6个多
小时的艰苦跋涉，贾东宛跟着班长终于
到了山下，便不禁感慨巡线工人的艰
辛，他们长年累月用双脚丈量和守护着
线路，点亮万家灯火。8

“互联网+”时代，
还必须要用“校讯通”吗？

深山巡线工的一天

水井打了168米 “回娘家都要带水桶”的媳妇笑了

84万元铺出致富路 在山外“给车子租房”的运输户乐了

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茶、菊产业让这里的石头“开了花”

菊香人家

产业来了，村民激发内生动力

挑拣、摆放

贡菊朵朵

信息速递

省新闻宣传干部媒体融合培训

打造融媒时代新闻尖兵

贾 东
宛（左一）和
同事在巡
线的途中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实习生 李瑞
雪）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
滑协会举办的2016年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日
前落下帷幕。南阳市代表队收获了青年组亚军
和少年组季军两项大奖。

据悉，此次赛事代表了国内轮滑球赛事的
最高水平，汇聚了全国轮滑精英。作为河南省
单排轮滑开展较好的城市，南阳早在 2008年就
组建了当时河南省第一支少儿轮滑球队，已连
续多年参与全国单排轮滑球锦标赛并屡获大
奖。据了解，下一步轮滑球项目将走进南阳校
园，在校园进行推广，从学生中选拔优秀的运动
苗子，争取把轮滑球运动打造成南阳体育的一
张名片。8

读者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