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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新县）乡村旅游文化节俊俏开场

信息速递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子耀

2016 年，罗山县将脱贫攻坚作
为全县“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来抓，顺利完成28个贫困村8210
人的脱贫减贫目标。省委书记谢伏
瞻、副省长王铁先后在该县调研时，
均对他们通过异地搬迁扶贫和产业
扶贫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谈到罗山县的脱贫攻坚工作，罗
山县委书记许远福用“三个一”进行
了高度概括：建强扶贫好队伍，打牢
扶贫好基础，选好扶贫好产业。

建好攻坚队伍

“小爷，下个月你们就要搬新家
了，你和小奶先收拾收拾，我再通知
两位叔叔提前回来一下。”3月 24日
10时许，当青山镇青山村支书刘年
强走进刘技华半截土坯院墙时，这位
72岁的老人和老伴正坐在土坯墙石
棉瓦搭建成的厨房前，细心地摘着一
堆刚从地里挖回的野荠菜。

在村里的帮助下，老人的两个儿
子和儿媳都在外打工。因为住得离
学校比较远，再加上两位老人年龄大
行动不便，孙子孙女也只能跟着爸爸
妈妈在务工地就读。平时照顾两个
老人的事就落在村支书刘年强身上，
他隔三岔五地都要转过来看看，帮老
人买些油盐必需品，再把他们地里种
的菜和土特产带到街上去卖。

今天他是特地过来通知老人“五
一”前准备搬到新建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新村去的，那里离村部街道
和小学都比较近。临走时，刘年强
提走了老人摘好的一筐新鲜野荠
菜，他说下午办事时顺便带到城里能
卖个好价钱。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罗山县新增
投入 1100万元，用于提高村干部报
酬，有效激发了基层组织和广大村
（社区）干部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
性。他们还按照“联村包户定点帮
扶”工作机制，选派帮扶单位100个，
向全县 97 个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
123名，包户帮扶干部5700余人，动
员社会帮扶力量 1200余人，一支精
干高效的扶贫队伍整日奔忙在乡村
道路上。

夯实扶贫基础

桃红柳绿的宽敞街道两旁，白墙
黛瓦的农家别墅整齐排列，街中心近

千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上，篮球场、乒
乓球台、健身器材、文化长廊、演出舞
台等功能齐备、布局合理。让人很难
相信这是离罗山县城近40公里的青
山镇青山村的移民新村。

3月24日，记者随意走进移民新
村的一个精致农家小院，两层小楼前
的院子里，几盆海棠开得正艳，一块
菜地充满绿油油的生机。68岁的村
民胡其才和老伴陈道红正在院子里
忙着晾衣服。看到我们进来，老人满
面春风地迎上来，“欢迎欢迎啊。老
婆子，快倒茶！”

“儿子媳妇出去打工了，我们老
两口在家照顾孙子孙女。多亏了政
府，我们只交了3万元就住进这么漂

亮的房子。”胡其才高兴地说，“土地
流转出去拿补助，在家院子里可以种
种菜，闲了还可以到村里文化广场看
看热闹散散心，日子越过越舒坦。”

“根据移民搬迁政策，符合条件
的困难户每人享受避险解困补助1.6
万元，他们家6口人共补助9.6万元，
房子造价是12.6万元，他们只需交3
万元。”村支书刘年强说。

沿新修的村村通公路，从移民新
村西行约一公里，大片油菜花海中，
青山村南湾组易地搬迁扶贫新村即
将竣工，今年“五一”前，又将有近50
户贫困户从交通不便的石山口水库
库区上游搬迁出来。

据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家军介绍，

县里开工建设了尤店乡环城路兴和
社区、高店乡集镇、青山镇青山村南
湾组和孙岗村部等 4个易地搬迁安
置点，争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近
2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与此同时，2016年全县共投资近
4亿元，加大教育、交通、卫生、水利、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
义务办学条件和乡镇医疗服务水平，
修建乡村公路解决贫困村出行难题，
建设改造农田机井通电设施和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为所有贫困村建起文化
广场，提升农村书屋现代化水平，配置
互联网设备和电子音像制品，为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了基础。

选好扶贫产业

“现在，我们种植的蔬菜销路不
用愁，四季丰合作社会统一收购，技
术更不用愁，乡镇农技部门科技人员
每隔几天就会深入田间地头，帮助解
决种植难题。收入有保障，大家种植
蔬菜的劲头就更足了。”在被誉为“豫
南蔬菜第一村”的尤店乡李湾村，村
民王新高兴地告诉记者。

王新说的四季丰蔬菜专业合作
社，如今已建起蔬菜基地 1万多亩，
辐射带动600余户农民加入，成为当
地知名的龙头蔬菜种植合作社。

3月13日，位于灵山脚下的周党
镇灵山茶业公司上万亩改良茶园“乌
牛早”集中开采，比本地传统茶园提前
了近半个月。灵山茶叶是一家集茶叶
生产、种植、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省
级龙头企业，在周边四五个村流转山
地茶园5万余亩，带动5000余户茶农
脱贫致富。该公司还直接结对帮扶吊
桥、秦畈、青龙、东峰等4个贫困村，以
及杨柳、桃园、龙镇等19个非贫困村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500余户。

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罗山
县坚持“谁当龙头扶持谁”“扶持龙
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路，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

据县扶贫办副主任刘健介绍，截
至2016年年底，全县建成各类家庭农
场70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00余
家，培育省级龙头企业 6家、市级 38
家，打造省、市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集群
4个，建成万亩种植基地6个，千亩种
植养殖基地200余个，200亩以上的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48个，形成了

“南茶、北菜、中部种养、环城花卉苗木”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产业带动
4500余贫困人口稳定脱贫。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钱洪波 虞静）红城春光无限
好，乡村景色更迷人。3月25日，大别
山（新县）乡村旅游文化节启动暨《游
在信阳》栏目开播仪式在新县奇龙岭
民俗文化园盛大开幕。来自鄂豫皖三
省 20余地市的广播电视旅游联盟代
表，以及武汉、驻马店等地的近400名
自驾游客，与新县的数千父老乡亲一
起，共同见证这一开启乡村盛典的伟
大时刻。

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在致辞时表

示，新县是全国著名、河南省唯一的
将军县，“红”“绿”“古”三色旅游资源
丰富。近年来，新县紧紧围绕“山水
红城、健康新县”的发展定位，坚持

“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古色添彩”的
发展思路，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
相继获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县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西河
湾、丁李湾、田铺大湾、奇龙岭等一大
批美丽乡村如遗落在大别山间的珍

珠一样熠熠生辉，引得全国各地游客
纷 至 沓 来 ，仅 2016 年 就 接 待 游 客
287.3 万人次，泛旅游收入达 14.1 亿
余元。

据信阳市旅游局局长童光亮介
绍，举办大别山（新县）乡村旅游文化
节，旨在向更多的游客推介新县丰富
的旅游资源，展现新县深厚的民俗文
化，逐步打造新县全域旅游品牌，提升
信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增进大别
山区域地市旅游资源共享。活动自3
月25日开幕后，将一直持续到4月20

日。期间将举办大别山（新县）乡村旅
游文化节开幕暨《游在信阳》开播仪
式、“百车自驾千人起舞万户踏春赏
花”“鲜花朵朵开”鄂豫情歌主题晚会、

“山水信阳、创新旅游”高峰论坛和嘉
宾采风等多项活动。

来自武汉的余爱华女士告诉记
者，今天他们一起来了 60 余台车近
300人，感觉这里的空气清新、泉水甘
甜、民风淳朴、山水迷人，此行之后，他
们会把这里当成武汉“后花园”，没事
时就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休闲度
假，纵情山水。

来自驻马店浪漫之旅直通车旅游
俱乐部的网友小贝则坦言 ，一来到信
阳，来到新县，感觉心情就特别舒畅，
这里山水迷人，极富田园风情，更具人
文气息，尤其是通畅的交通和周到的
服务，让他们同来的近 200名网友有
一种远游回家的感觉。

据信阳广播电视台台长龚得生介
绍，《游在信阳》是信阳广播电视台携
手市旅游局共同打造的一档电视旅游
专题节目，将全面展示信阳丰富的旅
游资源。参加今天启动仪式的河南省
18地市电视旅游联盟和鄂豫皖大别山
6地市电视旅游联盟单位将通过所在
的电视频道和各种新媒体平台播发活
动盛况。8

息县下岗工人徐继然
义务照顾邻居24年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子耀）3月20日，记者从信
阳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环保局等12家单位共公
布32家守信“红榜企业”、19家失信

“黑榜企业”和12名失信“黑榜个人”。
本次“红黑榜”通过各类新闻媒

体、网络向社会发布，并对列入诚信
“红名单”的企业和个人予以褒奖，施
行相应的政策优惠；对列入失信“黑
名单”的企业和个人，向社会公开曝
光，披露其失信败德行为。

据悉，为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
信阳市五次党代会把建设诚信信阳
纳入未来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先后
制定了信阳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实施意见》等一系列诚信建设
制度文件，明确成员单位职责，规划
诚信建设“路线图”；建成“信用信阳”

网，收录工商、税务等60多个职能部
门信用信息近1.3万条，并与省内外
多个信用网站链接，实现信用信息跨
部门综合查询。

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8个重点部
门共出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具体措
施42条，发布“老赖”46期 3564人，
对失信的企业、个人采取限制乘坐飞
机、列车软席和动车，限制上市、限制
发行债券、阻止出境等惩戒措施。自
此次新闻发布会后，信阳将形成制
度，定期发布诚信建设“红黑榜”。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新中表
示，人言曰信，诚信是信阳人守护的
根本。努力打造信用平台，全力构筑
共防共治的信用体系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要让诚信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不
断增多壮大，让违法企业和个人一处
违规、处处受限、寸步难行。8

3月22日，国家电网公司、省电力公司、信阳供电公司和罗山县供电公司
四级客户服务中心的爱心人士齐集罗山县周党镇田河小学，共同签约与该校结
对共建，帮助该校改善办学条件。图为国网客服中心北方分中心向学校赠送
“爱心教室”牌匾 8 甘仁伟 杨帆 摄

打好打好““四张牌四张牌””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治弱强基砺前锋
——信阳脱贫攻坚战的“罗山战法”

图片新闻

信阳发布诚信“红黑榜”

商城县

健康扶贫助贫困户轻装奔小康

奇龙岭上花枝俏奇龙岭上花枝俏

从石山口水库库尾搬出来的贫困户将住上白墙黛瓦的漂亮小院

一片油菜花海中，罗山县青山镇青山村南湾组易地搬迁移民安置新区即将建成

本报讯（通讯员 曾令菊 杨绪伟）
3月 24日凌晨，杭州某建筑工地，商
城县观庙镇油坊村村民杨培忠已经
早早起床，忙着清理施工车辆通行道
路。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

“去年这个时候，俺还病怏怏地躺
在床上。”今年已经50岁的杨培忠眼里
闪着感激而幸福的泪花，“多亏县里的
健康扶贫，让俺能外出打工挣钱了。”

杨培忠一家六口，上有老下有
小，他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却患有严重
的心血管疾病，家中经常捉襟见肘，无
钱治病，是有名的贫困户。2016年，
杨培忠被列为县里健康扶贫对象，享
受大病患者绿色通道，治病花了 3.8
万元，新农合和大病救助报了大部分，
健康扶贫救助基金又报 2600多元。
今年年初，村里帮病后初愈的杨培忠
又找了一份工作，月工资1500多元，
一家人的生活有了奔头。

据该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统计，全县

精准识别的4万多贫困人口中，像杨培
忠这样因病致贫的占比高达50.6℅，因
病返贫更占据返贫户的绝大多数。

为从源头“拔病根”，该县从去年
6 月起，启动健康扶贫“五个一”工
程，即实施一次因病致贫返贫调查，
组织一堂健康扶贫巡讲，发放一本健
康教育手册，开展一系列上门义诊咨
询，打造一组立体健康宣传，将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覆盖到每一个贫困村。

据县卫计委主任崔从枝介绍，县
里研究出台的《“十三五”卫生脱贫实
施意见》明确，对纳入健康扶贫的重
点救助对象，实行包括提高报销比
例、降低起付线、免收县域内住院押
金等措施在内的“三提两降一免”政
策，贫困人口住院报销封顶线也从
50 万元提高到 100 万元。截至目
前，全县已经有近 8000名群众在健
康扶贫行动中受益，依靠自力更生走
上了增收致富的康庄大道。8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徐维 余江

“你就在附近转悠，别走远了
呀。”徐海每次出门，息县淮河办事处
息淮社区67岁的徐继然都要反复叮
嘱，这样已经整整24年。

徐海是他的邻居，今年59岁，先
天性智力和视力残疾。1993年冬，父
母双双离世，无依无靠的徐海不得不
上街乞讨。徐继然在街上遇到冻得
直发抖的徐海，把他领回家吃了一顿
热乎饭，还找棉衣给他穿。吃完饭，徐
海磨磨蹭蹭地说：“我不回家了！”

想起曾经讨过饭的父亲和他在世
时常要求自己多做善事、多帮别人的
教诲，徐继然向妻子提出把徐海留在
家里，虽然自己有三个年幼的孩子，日
子过得非常紧巴。妻子郭玉英拗不过
善良热心的徐继然，从此收留了徐海。

家里多了一张嘴，徐继然就经常
加班加点。可惜好景不长，1999年，徐
继然下岗了，每月仅能领200元的生
活费。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开始上
街卖菜，无论严寒酷暑、雨雪交加，从
没有停歇。郭玉英脸上至今还留有冬
天守菜摊被冻伤的疤痕。尽管如此，

徐继然一家从没想过丢下徐海不管。
2001年6月的一天夜里，徐海突

发高烧，上吐下泻。徐继然赶忙用三轮
车把他送到医院，被确诊为急性肠炎，
连续三天高烧不退伴重度昏迷。医生
要徐继然做好万一准备。“徐海若是因
为一场病说没就没了，我良心上会一辈
子不安的。不，绝不能放弃。”徐继然四
处筹借医药费，恳求医生全力救治。一
个多星期后，徐海终于渡过了生死关。

后来徐继然做起了副食配送的
生意，家庭状况逐步好转，一家从租住
的小平房，搬进了现在的新家，徐海还
有了自己的房间。然而徐继然却担
心：儿子虽然孝顺，万一我去世了，他
还会继续照顾徐海吗。为此，他要儿
子答应，找媳妇一定要孝顺长辈。

“结婚前徐波常和我讲海叔的
事，知道他们家在那么困难的时候，
都没放弃过，我知道我遇上好人了。”
儿媳妇魏青霞爽朗地告诉记者，“以
后我会像待公公婆婆一样对海叔好
的！”有了父母的“言传身教”，孙子徐
成龙同样将徐海当爷爷一样敬爱。

“俺‘哥’全家都是好人！”徐海用
含糊不清的话语，加上很难看懂的手
势，反复向记者重复着这句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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