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子耀

风催新绿又一春。
2月 4日下午，当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村前那

棵千年柳树悄悄冒芽的时候，一行人进村来了。
领头的是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参观、座谈、

观看演出，忙碌一下午。临走，乔新江握着村第一
书记宋瑞的手说：“你将传统文化与扶贫开发精准
结合，提升了弯柳树村的‘精气神’，找到了文化扶
贫的新途径，也给第一书记树立了榜样。”

望着领导们远去的背影，村头的宋瑞忍不住热
泪盈盈，几年的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德孝润心田 扶贫先正心

据老人们说，弯柳树村古称“竖斧邨”。相传东
晋道学家、医学家葛洪曾居于此。每当开春时节，
夜寅更深，邨边时时可闻砍树伐薪及喝牛耕种之
声。村人每开户视之，四无人迹，遂以为仙人以此
催耕，于是家家闻声而起，勤勉耕作，村人富裕美
满，传为佳话。

沧海桑田，村落“凋敝”。“竖斧邨”变成了“弯柳
树”，村民们在垃圾堆里打麻将，夫妻矛盾、婆媳不
和、邻里争吵等时有发生。500多户的村子却有
146户贫困户，是县里有名的省级贫困村，并由此
成了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扶贫帮扶的重点村。

2012年 10月，调查总队处级干部宋瑞来到弯
柳树当第一书记。

“扶贫先扶志，扶志先正心。村民的思想观念
不改变，良好的民风村规立不起来，再好的帮扶政
策也治不了穷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宋瑞
下定决心，先从“穷根”拔起。

宋瑞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借住的房子里
办起了传统道德文化讲堂。每天晩饭毕，她自己掏
钱备好水果瓜子、茶叶，请村里人前来倾心话家常、
促膝聊村风。

杜继英是宋瑞的邻居，她的丈夫骆同军兄弟四
个都分了家立了户，养儿育女，各忙各的。八十多
岁老母亲独住在老房子里，兄弟妯娌几个轮流给她
送些吃的和用的。

传统道德文化讲堂开课后，骆同军和妻子常去
看热闹，慢慢听上了瘾。听着听着，骆同军和妻子
再去给老母亲送吃喝的时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
没听满一个月，杜继英就将婆婆接回自己家里来照
料。骆同军的其他三位兄弟一看，也主动要求轮流
把母亲接回家。

弯柳树村的广播重新响起来，开始循环播放孝
德歌；村里家家户户张贴弟子规、生日守则、跪拜父
母等宣传画，村里还建起了德孝文化长廊，通过村
里的LED屏播放德孝讲座，村里的各个角落都张
贴着德孝宣传标语和孝道事迹。

一年后，村里隆重表彰“十大好媳妇”“十大好

村民”“十大老人楷模”，他们的照片和事迹，像明星
和电影大片宣传画一样张贴在弯柳树村村民的墙
上。

民风慢慢好转，村庄也变美了。村民汪学华和
几位热心村民成立了义工团，房前屋后的垃圾有人
清了，村前村后的道路也有人扫了。

记者随宋瑞在村里随处走来，无论是田间耕作
的村民，亦或房前闲聊的老人，见到我们无不笑脸
相迎，纷纷主动招呼：“宋书记来客人了啊？到家里
坐啊！”就连路边正在玩耍的孩子们，也停下来退至
一旁，躬身施礼：“宋书记好！”

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在来到弯柳树村看后感
慨地说：“如果我们中国每一个村的村民、村风都像
弯柳树村这样，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学，该
有多好。”

德孝生钱粮 富民心敞亮

渐渐的，弯柳树村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的人前来参观学习。

“孝心村”的名号打出去了，可如何让看不见摸
不着的文化变成能够让村民脱贫致富的钱粮？宋
瑞经常为此彻夜难眠。

来人多了不就是“生意”么？宋瑞趁热打铁，游
说村民借助富余的住房建起了富有农家特色的标
准化餐厅、客房，邀请全国百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全国劳动模范，开办“中华青少年德孝感恩乡村夏
（冬）令营”。

她游说 40户村民每人以 500元保证金入股，
筹资 50万元成立弯柳树村德孝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组织二三十位能说会唱、能歌善舞的村民办起
了德孝文化演出团。

何桂仙，一个从广西百色嫁到弯柳树村来的外
地媳妇。自从 2014年年底回乡听了宋瑞一堂课
后，她就下定决心回乡做一个孝顺媳妇，替常年在
外打工的老公撑起这个家，守着老人和孩子过日
子。

2015年 1月，听说村里要成立德孝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她第一个报名入了股，还成了公司的服
务助理、德孝文化演出团的主持人。两年多下来，
她不仅接待过全国各地来弯柳树村参观学习的游
客和参加夏（冬）令营的孩子，还随着公司的中华
德孝文化大讲堂，在农闲时间先后登上过北京、郑
州、南阳和信阳的大舞台。虽说没有在外打工挣
得多，但挣钱、照顾家两不误，最主要的是，她说她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真善
美，践行德孝信，她就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充实、特
别有意义。

“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一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何桂仙。”面对记者，她信心满满。

截至 2016年年底，弯柳树村已经接待游客两
万余人，51户入股村民共增收近 20万元，其中 30
多户贫困户年平均增收均在3000元以上。

刚刚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的村义工团团长、

德孝文化演出团另一位农民主持人汪学华高兴地
告诉记者：“宋书记把我们平时喝酒打牌的时间，
变成了排练演出挣大钱的机会，这日子越过越敞
亮！”

德孝美名扬 引来金凤凰

王春玲是息县远古生态农业公司的总经理。
这位土生土长的息县女子，和丈夫单玉河做过华润
冷鲜肉和华英食品的息县总代理，卖过电器和服
装，积攒了一定的创业资金。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结识了宋瑞，便决定把全部积蓄1500余万元投在
弯柳树村，义无反顾。

那是去年3月 6日，火箭军文工团著名军旅歌
唱家、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金波率队来到弯柳
树村进行公益慰问演出。王春玲和县里的一帮姐
妹们在这里表演“旗袍秀”，随后又和大家一起参观
了村里的德孝文化长廊，还走进村民家中实地感受
村里自开设德孝文化大讲堂后带来的各种变化。

看完，她震撼了！她告诉记者，那时她真真切
切地只想到了“震撼”这个词。第二天她就带着丈
夫找到宋书记，听她详谈村里的产业扶贫计划和生
态农业发展规划。第三次来时，他们就确定把弯柳
树作为二次投资创业的“乐土”，注册成立了息县远
古生态农业公司，流转了上千亩土地，种植有机蔬
菜、软籽石榴，养殖龙虾、大白鹅，为村民创造了
200多个就业岗位。

王春玲说，本来其他地方开出了更加优惠的招
商条件，但她和丈夫最终还是决定把钱投在弯柳树
村，不为别的，就图个踏实。因为她感受到了这里村
民待人的诚信和纯朴，看到了村民间的友爱和善良。

像王春玲一样，被弯柳树“中华孝心村”良好的
投资软环境吸引来的还有息县金祥旺公司的股东
周龙。去年10月，他决定斥资800万元，在这里流
转土地150亩，种植果树，办农家乐和生态采摘园，
搞立体养殖。

宋瑞告诉记者，还有北京和郑州各有一家企
业，准备在这里投巨资建设养老基地和德孝培训基
地，目前正在洽谈之中。

古柳逢春春意浓，德孝传家家业兴。村里兴旺
了，贫困户也由 146户锐减到 13户。村里还被评
为全国“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中华孝心示范
村”，河南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新村”，信
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宋瑞也先后荣获“河南省社会扶贫先进工作
者”“首届中原孔子教育奖”“河南十大爱心女性”

“息县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河南十大扶贫年
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息县县委书记金平说：“实至名归，一位女人的
执着追求让人敬佩！弯柳树村的变化，让群众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并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巨
变带来的幸福。”

他还向记者透露，县里正积极推荐宋瑞参评
2016“全国扶贫攻坚贡献奖”。15

春风催绿弯柳树
——息县弯柳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宋瑞传统文化扶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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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巨成

子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

家不齐乃身不修，身不修乃心不

正。省城的女干部宋瑞来到村里，用“倒

推法”找到了“穷根”，然后自己“开方”，

自己“抓药”，还真见到了效果。正如息

县县委书记金平所言，弯柳树的经验让

人信服，让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

“第一书记”见效最快的应该是依靠

背后的团体优势，争取外援，修桥铺路，

让老百姓很快找到最直接的幸福感。宋

瑞没有按这个套路来，不是她跑不来钱，

而是她不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她说

如果那样，你走了，他们咋办？

所以，扶贫先扶志，扶志先正心。宋

瑞从进村之日起，就坚持以“德孝”文化为

抓手，循序渐进地倡导“德孝传家、互助友

善，诚信敬业、富民强国”的乡风民俗，进

而使勤劳致富成为村民的内心自觉。

民风变了，喝酒打牌的人去排练演

出，还演到了郑州，演到了北京，看演出

的人常常感动泪流。来村里参观学习

的、投资兴业的络绎不绝，乡亲们自然也

就盆满钵满。

心静了，村子也干净了。乡村活了，

大伙儿的心也活了。不少在外创业有成

的“游子”想回来兴业兴村，还有不少年

轻人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弯柳树

村找回了“精气神”，找回了“春意”，千年

柳树，生机勃发！15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泽元

3月 18日，光山县产业扶贫现场
会暨斛山乡万亩桃花观赏活动在郑湾
村欢乐开幕。

看着春风中漫山遍野的桃花，信
阳市住建局平桥分局局长、市派光山
县斛山乡任党委副书记的何秀霞，在
人群中欣慰地笑了。

2016年 8月，在城里长大的何秀
霞被派往偏远的光山县斛山乡。报到
后一个月时间，她跑遍了全乡24个村
（街），将全乡近 200名脱贫攻坚帮扶
干部熟记于心，对全乡 713户贫困户
2905人的贫困状况、脱贫进度、脱贫
规划和扶贫项目耳熟能详。这一个月
内，何秀霞也瘦了十几斤。

一个久不能眠的夜晚，何秀霞突
然想到她上学时最喜欢的课文《桃花
源记》。多年在城市工作的她，感觉斛
山乡这片山水，正是陶渊明笔下的“世
外桃源”。

斛山乡多荒坡高岗坑塘，适合规
模种植和养殖，久有种植花木和桃树
的传统。如果扩大桃树种植面积，规
模化的桃园既可发展桃花观光，又可
以采摘鲜果，再辅之以其他种植养殖
业，几年以后，世外桃源美景一定能在
斛山乡再现。

想明白之后，何秀霞说干就干。
在乡党委的支持下，何秀霞带着驻村
扶贫干部们立马着手鲜桃基地建设。
免费培训技术、免费提供树苗，实施贫
困户鲜桃种植到户增收项目，带动
150户贫困户参与鲜桃种植。鼓励一
百多户贫困户以土地入股龙头企业参
与分红。2016 年，仅鲜桃种植这一

项，就带动贫困户 196户年人均增收
1800元以上。

经政府引导，众森高效生态专业
合作社，众志、豫皖、兴和等家庭农场，
在邱大湾、郑湾等 7个村流转土地一
万多亩，建成了美国红系列、春蜜、夏
之梦等20多个品种的鲜桃基地。

此外，她还积极协调养殖种植合
作社参与扶贫，引导天赐城村花木基
地、顺丰合作社、联兴花木基地等带动
200余户贫困户参与花木种植；利用
金融扶贫政策，扶持钱财、顺丰、众森、
桦昌等新兴企业和合作社，使 500余
户贫困户通过企业带贫直补增收，预
计每户年可分红2000元左右。

何秀霞还利用自己长期在住建部
门工作的专业优势，积极指导斛山乡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旅游产业扶贫。
在她的努力下，油坊村把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旅游相结合，被纳入全国乡
村旅游扶贫重点村；郑湾村水利资源
丰富，自然风光优美，桃树种植面积
大，成为她积极倡建的美丽“桃花源”，
正在申报省级美丽宜居村庄。

天道酬勤。何秀霞的牺牲和付
出，也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市政府
为其记个人二等功，市妇联授予其“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面对荣誉，她没
有丝毫懈怠。在别人忙着踏春寻柳赏
花红的时候，何秀霞却和贫困村民一
起，开始忙着给桃树松土覆膜。

“稻麦金黄汗水灌，桃李肥硕心血
成。”面对记者的镜头，何秀霞爽朗地
说：“你看这片桃林，春天可以赏花踏
春，夏秋可以摘桃尝鲜。现在我们又
引导村民在桃林里养鸡，在坑塘里养
鸭，再开起农家乐，村美民富的桃花源
不就在眼前吗！”15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解昆

3月9日，信阳出山店水库移民搬
迁大幕正式开启，14343人将率先离
开故土，或搬进安置新村，或投亲靠
友，或租房居住。在移民搬迁中，一位
率先搬出规划淹没区的普通移民的故
事，一直被广为传颂。

曾经，他拥有一家酒店，一间服装
店，一家洗浴中心，面积上千平方米，经
营正好。然而移民搬迁的通知传来，他
第一个搬出了老家；当安置房工程受阻
时，他又带头把新房让给“钉子户”。

他，就是浉河区游河乡游河集居
民赵四州。谈起当初的决定，赵四州
憨厚地说：“关键时候，总要有人带
头！”

“咱不能为了自己家的这点小利，
耽误国家大事。再说了，该赔的赔，该
补的补，又选好地方建新家，又修环库

道路，国家考虑的恁周全，还有啥可顾
虑？”赵四州不仅自己率先搬出来，他
还逐一劝说亲戚和邻居搬迁。

2016 年初，乡里安置房建设受
阻，被征地拆迁的18户村民要求必须
直接搬进建好的房屋。但这些房子已
经分给包括赵四州在内的其他率先搬
出的移民。

不论乡政府怎么劝导，村民们依
旧坚持原来的意见。详细了解了情况
后，赵四州决定让出新房租房住。可
媳妇不同意，说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
要找罪受。但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和
大道理：“安置房建设受阻，就会有更
多的人住不进新房。遇事总得有人让
步，如果人人都只图自己的安乐窝，家
乡怎么会有发展？”

在赵四州的影响下，其他17户居
民也纷纷让出了安置房。如今依然住
在出租房的赵四州说：“支持家乡发
展，我无怨无悔！”15

3月17日，光山县晏河乡管围孜村金茂胜达农林专业合作社投资560
万元，引种的92亩秋冬两季采收的香菇开始采摘，预计今年香菇产量可达
124万公斤，纯收入110多万元。合作社不仅解决70余位农民就业，还免
费分给10户贫困户7000元菌苗，使他们今年仅靠种植香菇户均收入可达
2.8万元，实现当年脱贫。15 谢万柏 摄

“关键时候，总要有人带个头！”
——出山店水库率先搬迁移民赵四州的搬家故事

喜看桃花傲春风
——光山县斛山乡党委副书记何秀霞“种桃”记

3月16日，固始县隆重表彰“感动固始”2016年度人物，坚守农村一线32
年的普通电力职工孟凡生、面对巨额钱财毫不心动的90后军人黄毅喆、救死扶
伤无怨无悔的白衣天使张艳等11名优秀固始人受到表彰。15杨明 摄

正心·扶志·扶贫

▶全国“中华孝心示范村”正
成为弯柳树村的致富金名片

▲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宋
瑞终于把弯柳树村带上了脱贫致
富的康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