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信阳

全民学雷锋 信阳在行动

3月3日，潢川经验开发区举行2017年学雷锋
活动月暨春季植树活动启动仪式。当日上午，区属
单位全体干部职工以及青年志愿者兵分两路开展
义务植树和清洁家园行动。 吴木 摄

3月4日，信阳供电公司“春风”志愿者服务队
来浉河区建设路滨河轩社区，分成美化市容环境
组、安全用电宣传组和入户巡查服务组，开展安全
用电、节约用电宣传活动。 杨帆 摄

2月 28日,潢川县蒲公英微公益平台来到伞
陂中心校开展志愿服务，并为26名资助生送去助
学金，用实际行动激励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公益，
奉献爱心。 高文达 摄

●● ●● ●●

信息速递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严超远

突起云霄疑健斗，乍惊风雨欲长鸣。

400年前，明代诗人岳东升荣归故里，面

对报晓峰，感慨万千，把辉煌与梦想同时寄予

豫鄂交界的这座名山上。

上世纪初，23个国家的近千名外交官和

传教士，以及国内的军阀巨贾，在鸡公山上如

天女散花般建起了500余幢风格各异的度假

别墅，一时间，“天下第一雄鸡”吸引了全球的

目光，名山赚得了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

美誉。

百年之后，鸡公山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全

国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对外开放的八大旅

游区之一，2006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百年避暑胜地、千年历史遗

存、万国文化博览”，享誉天下。

然而，随着旅游市场多元化发展，周边旅

游景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因旅游产品单一、

基础设施落后，名山渐渐遇冷。

今年 3月 5日，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

国人大代表、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坦言：5A

级景区确实是信阳的短板。但我们正迎头赶

上，信阳正在推动鸡公山和距离较近的灵山

联合创建5A级景区。金鸡复鸣，指日可待。

1902年，平汉铁路通车，铁路经过鸡公山，也从
此开启了这座享有“万国建筑博物馆”建设之路。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人们没想到，100多年过
后，2015年“五一”开始，鸡公山下废弃的14公里的
京广铁路路基上，一列复古蒸汽式火车又重新飞奔
在“平汉铁路”上，穿梭往返于百年植物园波尔登森
林公园，和投资5.1亿元建成的依云森林温泉酒店之
间。一时间游人纷至沓来，百花争艳、红叶满山的春
秋两季，更是一票难求。

这是鸡公山管委会大胆解放思想，放宽视野，跳
出了鸡公山传统的“2.7平方公里核心景区”的发展
圈子，规划建设全域“一园十三景”带来的可喜变化。

据鸡公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安虎介
绍，从2011年开始，鸡公山引入“文化艺术、体育健
身、森林养生”的旅游度假理念，明确了建设“一园十
三景”（即建设集文化艺术、动漫创作、体育运动、健康
健身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发和打造包括鸡公
山、桃花寨、龙袍山等在内的 13个文化旅游景点项
目），实施鸡公山体育旅游示范区综合开发项目，把鸡
公山全域规划建设成一个大型文化旅游健康养生度
假区。同时规划建设105公里内部旅游专用道路，实
现各景点之间的互联互通，既延长大鸡公山旅游度假
区的游程，又把单一的门票收入转变为旅游交通客运
收入，实现鸡公山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步跨
越，一个全新的“大鸡公山”形象呼之欲出。

为加快开发建设，解决融资难题。鸡公山积极
开展招商引资，为项目建设引来“源头活水”。他们
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学校+企业”的产业招商发展
新模式，搭建起政府出政策和平台、学校出技术和人
才、企业出资金和管理，最终实现产业市场化运营的
良性运营机制，先后引进了香港新太阳集团、郑州天
明集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10余家企业
和院校来鸡公山合作投资兴业，已引进和投入超过
15亿元的资金用于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 2月 9日，信阳召开电视连续剧《鸡
公山1938》编剧座谈会。当代著名作家、海军
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朱秀海，著名电视剧制片人
孟凡耀将联合担纲这部还原鸡公山历史辉煌
的鸿篇巨制的编剧和制片人。

这是立体展现鸡公山历史文化、景观文化
以及千年茶文化历史，艺术宣传鸡公山、提升
信阳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又一重要举措。

此外，鸡公山还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建立
了动漫创作教学实习基地，连续两年组织学生
在鸡公山开展了写生创作，与北京融通四海文
化传媒公司合作成立了文化艺术公司，组织了
近百名国内知名画家在武胜关开展创作写生。

以“桃花源记”为文化背景打造的桃花寨
景区未开业已经引人入胜。依托武胜关南长
城遗址恢复的武胜关南长城景区和山地度假
旅游基地、灵山金顶道教文化区、杨岗古民居
文化区、李家寨古茶文化区等文化旅游项目正

在稳步推进。
据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公司总经理王

在安介绍，鸡公山还借助名山效应，果断进军
体育产业，编制了详细的鸡公山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初步设计，建成了国家级山地自行车
越野赛道，加快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山地越野
车赛道建设，引导山地自行车、徒步、登山、探
险等户外运动俱乐部健康发展，打造出一批优
质体育项目和体育产品，积极申办多层级的体
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赛事市场化、产业化进
程，提升鸡公山影响力。2017年中国山地自
行车公开赛A级赛分站赛将在这里举办。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鸡公山将形成一个集
教育训练、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康复养生于一
体的生态休闲绿色产业链，并争取实现国家级
体育旅游产业示范区、国家级户外培训基地的
创建目标，推动全域旅游、体育、文化产业迈进
一个融合发展的全新时期。

“未来几年，将是鸡公山的建设年！”
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邱

林指着景区内斑驳的导引指示牌和密如蛛网
的各种线路告诉记者：“老别墅维修复原，景
区标识统一，智慧景区建设，景区内宾馆酒店
改造升级，不仅需要海量的资金，更需要引进
科学先进的运营管理模式。”

为了解决融资难题，信阳正研究建立鸡公山
文化旅游投资基金，融资规模将达60亿元左右，
将为信阳文化旅游项目注入充足的资金。鸡公
山已经吹响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号角。

新年刚过，省文物部门帮助修缮的8栋万
国别墅正在紧张施工。建筑面积 1.7万平方
米，集游客集散、接待服务、停车餐饮、休闲购
物、观光游览于一体，可满足 2000辆旅游车

辆停放的鸡公山游客服务集散中心即将启
用；包含景区WiFi（无线局域网）全覆盖、智能
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20多
项功能的智慧景区建设即将全面铺开。

“说不定再来鸡公山，你真的就在万国建
筑博物馆中了。”送别我们时，邱林副总经理
很有诗意地给我们描述着鸡公山未来的美
景，“你不仅能够欣赏到世界各国不同的表
演，买到世界各国独具民族风情的旅游纪念
品，在极具异国情调的别墅内听着松涛入眠，
你还可以品尝唐宋遗株古茶的神奇功效，领
略博大精深的生肖鸡文化，感受中国传统爱
情的温柔缠绵。”

金鸡复鸣天下闻，我们不会等待太久。
15

茅屋冲：山村“农改”新样本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钱洪波 聂建武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当下“三农”工作最热的话题。

新县茅屋冲家庭农场的发展之
路，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路上，迈出了成功一步。

抓住机遇回山村
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
活力确定为“三农”工作的重点。

曾是信阳散打冠军，当过武术
教练，在北京办过公司，创办过散打
俱乐部，开过酒店的33岁新县农民
岑新顺，敏锐地捕捉到乡村将要迎
来大好机遇。2013年 9月，他回到
老家吴陈河镇阳土墩村，要建茅屋
冲家庭农场。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岑
新顺先后投入 3300 万余元，在章
墩、阳土墩、杜洼村流转土地近5000
亩，坚持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至
2016年年底，年产值已经达到1300
万元，成为新县唯一的省级示范性
家庭农场。

农场内不仅有水产养殖、水稻
种植、园林苗圃、特色农作物培育、
畜禽培育基地，还有农家乐、有机餐
厅、观光农业园、特产超市、网络电
商部、农产品仓储基地等。

2015年年底，脱贫攻坚号角全
面吹响。已经富起来的岑新顺没有
忘记乡亲们，他要和大家一起努力，
把家乡的青山绿水变成农民共同致
富的金山银山。

2016年，岑新顺根据政府指导，
采取“农场+基地+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新增3000亩绿色有机水稻种植项
目，其中流转185户贫困户水田310
亩，吸纳阳土墩、杜洼、朱洼、罗寺等4
个村345个贫困户1083人入股，当年
使入股农户户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

种田也能拿高薪
46岁的农民毛元银本是种田能

手，以前只知在自家地里忙活，一年
累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从进了
茅屋冲家庭农场当了技术员，两年时
间他带人负责种植2000多亩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的无公害水稻，农场给他
开了5万元的年薪。如今他见人就
说：“我可是拿年薪的农民了！”

与毛元银一样拿到5万元年薪的
还有31岁的贫困户岑启超，他是农场
机械队队长，负责农耕机械操作。

49岁的贫困户王永莲丈夫因病
去世，孩子在外上学，欠下大笔债
务。来到农场后，先在餐厅帮忙，因
为会做农家菜，后来又成了大厨，月
工资 2200元，还吃住在农场，孩子
的学费自然不用发愁了。就连在农
场管理花木的65岁村民徐代和，一
年也有1万多元。

如今，农场聘有员工130多人，
其中50多位专门搞种植养殖的农民

拿起了高薪，聘用的15名贫困劳力，
人均年增收也都在1.2万元以上。

产品都有身份证
在农场的农副产品展示中心内，

货架上摆放的农副产品包装袋上，都
印有二维码。用手机对着二维码一
扫，产品的“身份证”信息立即呈现，
生产日期、生产地点、种植人姓名、施
肥情况、生产过程等一目了然。

这是岑新顺采用互联网思维助
力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举措之
一。2016年，岑新顺投资 100多万
元，在农场建立了智慧生态农业循
环系统和产品信息追溯系统，给每
一个产品都办有“身份证”。产品来
源清清楚楚，市场销售供不应求。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持续推进，农产品提质增效、绿色
生产方式渐成主流，物联网必将成
为互联网时代深化发展的一个方
向。”岑新顺超前的眼光源于他对国
家政策的研究和把握。

岑新顺说，农村发展除了种粮
食、建房子，还应该有生态改善、土
壤改良、产业融合、品牌塑造……要
不怎么叫新农村呢？

明天前景更光明
“茅屋冲能有今天，一是党和国

家的政策好，我们抓住了好机遇；二
是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力度大，我们
有个好后台；三是乡亲们都穷怕了，
希望过上好日子，我们拧成了一股
绳。”谈起自己的成功，岑新顺话不
多，却思路清晰。

为了扶持茅屋冲农场发展，吴
陈河镇专门成立了包括阳土墩、杜
洼、朱洼、罗寺四个村的联合党支
部，镇党委书记兼任支部书记，出面
争取省农科院专家来到深山沟里对
100 多名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争取
各级各类资金 700多万元，加大农
场道路、供水、供电、用地、塘堰坝等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场面貌改
善。如今的茅屋冲青山绿水相得益
彰，奇松怪石相映成趣，田间道路阡
陌纵横，奇花异草争芳斗艳。每逢
周末或节假日，农场里游人络绎不
绝，别有风味的农家乐餐馆常常爆
满，充满乡土气息的乡村别墅、竹屋
客房一房难求，独具特色的烧烤专
区更需要提前预订。据统计，仅
2016年国庆七天，不包括农产品销
售，仅农场的餐饮住宿收入就高达
37万余元。

据吴陈河镇镇长李道勇介绍，
2017年，镇里将启动茅屋冲家庭农
场休闲度假旅游项目，推进光伏扶
贫项目在农场落户，高产示范田建
设、污水处理设施、农场亮化美化以
及茅屋冲至奇龙岭乡村旅游项目正
有序开展……县里决心把茅屋冲打
造成乡村休闲游首选目的地、大别
山干部学院乡村体验式教学点、新
县全景旅游的重要节点。15

淮滨：小泥鳅“翻腾”能致富

本报讯（通讯员 韩浩 李鹏）3
月6日，淮滨县新里镇董竹园村农民
陈炳森看着满塘翻腾跳跃抢食吃的
泥鳅高兴地说：“这些可是我脱贫致
富的宝贝哩！”

在外务工的时候，陈炳森听说泥
鳅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宜身体虚
弱的老年人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食
用。想到家乡地处淮河岸边，水塘水
田多，便产生了养泥鳅的想法。
2010 年回乡投资 60 多万元，租了
30亩田挖成池塘要大干一场。没曾
想由于缺乏实践，技术又不成熟，陈
炳森养殖的10万尾台湾鳅幼苗存活

率40%不到，当年便赔了5万多元。
陈炳森没有气馁，通过学习，他

渐渐摸出了门路，泥鳅存活率提高
到90%以上。再加上他采取生态养
殖法，出产的泥鳅肉质细嫩，营养丰
富，亩产达 700斤，十分旺销，一年
下来赚了30多万元。

“一人富了不算富”，致富不忘
乡邻的陈炳森，正筹划着要和该县
种粮大户谢时营联手，在全县推广
稻田生态养殖，采取“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形式，带动贫困农民养泥鳅
脱贫。用乡亲们的话说，一盆泥鳅
一两金呢！15

息县：大鸵鸟“奔跑”助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余江 张星）

“王老板，你要的鸸鹋肉已经准备好
了，还是老价钱，65元一斤，快来取
吧。”3月5日，息县陈棚乡卢店孜村
奇宇轩昂禽业养殖公司负责人王赵
勇正在通知客户取货。

王赵勇告诉记者，鸸鹋又叫澳洲
鸵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
不会飞却善奔跑，肉鲜嫩味美，且脂
肪胆固醇含量低，是很受人们喜爱的
健康绿色食品。2014年，他偶然在
电视上看到别人养鸸鹋致富的事迹
后，便从上海辞职回乡，在自家地里
搭起了棚舍，又在旁边盖了一间不到
10平方米的小平房，与从外地引进的

100只鸸鹋苗一起安了家。
因为经验不足，他首次引进的

100只鸸鹋苗，不到三个月死了一大
半。经过反复和供应商沟通、上网
查资料，王赵勇慢慢掌握了养殖技
术。因为家乡养殖环境好，饲料基
本是纯天然的，他养的鸸鹋很畅销，
每斤肉能卖到65元，一头鸸鹋能卖
3000左右元，一枚墨绿如玉石的鸸
鹋蛋都能卖到 180元一只，而且市
场上供不应求。

尝到甜头的王赵勇决心扩大养
殖规模，为合作农户提供幼苗、技术
和销售渠道，带动乡亲们一起致
富。15

强身固本
打造一园十三景A

修文习武 走好旅游融合路B

融资招商 建设5A铸辉煌C

云中公园鸡公山

打好打好““四张牌四张牌””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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