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冯康松

这里飞起了我军第一架战机——“列宁号”，从此开启了民
族雄鹰守护空中国门之路；

这里放飞了空军第一代高级指挥员——第七任空军政委高
厚良；

这里连续五年空军招飞录取人数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自
2003年空军在这里招飞以来，累计输送飞行学员204人。

这个神奇的地方，是大别山腹地：信阳。
7月25日，空军济南基地政治部主任阮潮洪一行专程赶赴

信阳，为2017年新录取的24名信阳空军飞行学员壮行。
当信阳市长尚朝阳从阮潮洪手中接过空军招飞局和空军济

南基地特别为信阳“五连冠”制作的“雄鹰在这里起飞”牌匾和锦
旗时，全场掌声雷动。

空军招
飞局向信阳
赠送全国招
飞“五连冠”
纪念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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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放飞场”

信阳市招办主任徐继霖介绍，2017
年，信阳共有24名考生被录取为空军飞行
学员。信阳二高的朱娜以全省第一名的成
绩，被录取成为空军女飞行员。信阳二高
录取学员 11名，位列全国普通高中第一
名；另有息县一高的潘光熙、信阳二高的孙
明昊入围北大、清华、北航的“双学籍”航空
班。

“成绩鼓舞人心，成果来之不易。这些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对招飞工
作的高度重视，得益于各县区党委、政府对
招飞工作的大力支持和通力配合，得益于
招飞工作第一线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付
出，更要感谢空军招飞局和空军济南基地
领导对信阳招飞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座谈
会现场，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苏锡凌感
慨万千。

2016年的新学员欢送会上，信阳市委
书记乔新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言犹在耳：

“信阳素有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革命战
争年代，信阳老区百万人参军参战，创造了
28年红旗不倒的不朽功绩。新中国成立
后，信阳每年都把最优秀的青年输送到部
队。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这一革命传统，
把光荣的‘红色基因’传承好、发扬好，为建
设强大国防、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
梦’，作出信阳应有的贡献。”

自 2003年空军在信阳首开招飞工作
至今，已经从事招飞工作有15个年头的信

阳市招办招飞专干王玉成坦言：“省、市、县
（区）各级都把招飞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完成。”

市教育局、市招办坚持把招飞工作摆
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招飞工作机制，在深
入宣传发动、遴选优质生源、精准选苗保苗
等方面狠下工夫，为老区有志于翱翔蓝天、
保家卫国的青年学子打造了一个良好的成
长成才平台。

持续多年，信阳在招飞工作的经费供
给、人员保障、政策支持和奖励机制等方
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倾斜。

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副市长张明春
就到市教育局调研，要求招飞工作要持续
努力，力争实现“五连冠”。此后，他多次深
入各县区调研招飞工作并提出殷切希望，
激励身处招飞一线的工作人员不忘重托，
珍惜荣誉，再续辉煌。

立下“凌云志”

“小时候看到飞行员的飒爽英姿，心
中便产生莫名的崇拜。上学后，了解创造
空地配合作战先河的红军首架‘列宁号’飞
机，就发生在1931年的信阳老区，更让我
那颗翱翔蓝天的种子生根发芽。如今，我
终于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有机会投身
空军、报效祖国，请相信，我一定会倍加珍
惜，好好学习，不负众望。”面对前来壮行的
家乡父老，刚刚被录取为空军女飞行学员
的信阳市二高毕业生朱娜激情满怀。

2012年 10月，济南空军选拔中心体

检队来信阳初选，当年空军要招收第10批
女飞行员。得到消息后，王玉成连夜通知
各县区组织300余名应届女高中毕业生前
来参加体检，优中选优。经过层层选拔，息
县一高女学生刘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成为
该市首个女飞行学员。

自2003年起，信阳逐级成立招飞专门
领导机构，由各县区分管教育的副县（区）
长、教体局长、招办主任、高中校长等领导
组成招飞工作领导组，各高中相应成立招
飞工作小组，明确招飞专干，具体负责招飞
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每年新生入学季，市招办组织各县区
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招
飞政策和往年招飞成绩，邀请已经考上空
军飞行学员的学生到母校讲课，持续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
地培育学生们的国防意识，激发他们立志
献身国防事业的热情，及时让学生了解到
空军的招飞政策。

招飞“保苗”，是最基础的工作。为了
摸透和掌握“苗子”学生的情况，进行有针
对性的跟踪指导、培养和训练，市县（区）招
办为初选学生逐一建立档案，并从思想保
苗、文化保苗、身体保苗、心品保苗等四个
方面对苗子生进行重点培养训练，全程跟
踪筛选，将招飞严格的选拔程序贯穿始终，
逐一对照苛刻的体检标准进行单项淘汰，
同时不断提高入选“苗子”文化课成绩，为
空军济南基地复选、空军招飞局定选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信阳被空军招飞局
授予“空军招飞优质生源基地”殊荣，信阳

市的招飞工作成果也被空军首长称之为空
军招飞的“信阳现象”。

放飞“信阳号”

2013年，空军在河南省招飞85名，信
阳录取 18名，一举跃升为全国地级市首
位。

随后，喜报接连而至，2014年，29名；
2015年，25名；2016年，21名；2017年，24
名，信阳第二名女飞行学员朱娜挤进第11
批空军女飞行学员行列……

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不懈
努力和汗水拼搏。

为不断提高招飞专干的专业学养，信
阳每年都要组织招飞专干培训，邀请空军
济南基地招飞专家前来授课，同时引导鼓
励各县区有计划组织招飞专干外出考察学
习，汲取先进招飞工作经验。

今年的录取人数和录取总人数位居全
国各高中第一的信阳二高校长陈天义在代
表全市高中发言时坦陈：“位卑未敢忘忧
国，我们虽然从事着普通的教育工作，但却
肩负着为国家选才育人的使命和责任。正
是有了全校 300 余名教职员工的信念支
撑，才有了我们四年为空军输送了30名飞
行学员的喜人成绩。”

“凌云壮志平地起，蓝天翱翔梦正圆。
我坚信，信阳这块饱浸烈士鲜血的红色热
土上，一批批‘信阳号’雄鹰会从这里起飞，
飞上蓝天翱翔，守护着祖国的昌盛、民族的
复兴、家园的和谐、人民的幸福！”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樊越 张术广）今
年以来，光山县深入推进“严乡强村育新”计划，基层党建活
力日盛，为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注入强劲动力。

县“严乡强村育新”领导小组坚持压实乡镇责任，每月调
阅《乡镇（街区）党（工）委书记抓党建工作记实手册》记录情
况，每2月开展1次观摩交流推进会，互评现场打分，推动工
作落实。

结合换届调优乡镇领导班子，出台《农村干部管理暂行办
法》《村级后备干部管理暂行办法》，建强村干部队伍，使全县
55岁以下村党组织书记达到61.4%，每个村均有1—2名 50
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实施了优秀村党组织书
记、主任到县直部门上挂锻炼，统筹县乡专业技术人才建立
32个“志愿服务站”，推进“贫困村人才行动计划”免费培育贫
困村实用技术人才1000余人、党员脱贫人才近600人、电商
人才600多人，涌现出徐开福、孙雅莉等30多个依靠技术实
现自主脱贫的先进典型。

在全县开展的“建组织、树旗帜、亮身份、加油干”活动中，
他们采取“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的模式，新建
各类产业基层党组织100余个，引导8000余户贫困户通过务
工就业增收脱贫。县财政按照每村奖补5万—8万元的标准，
推动34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改造升级；十里镇刘楼村党支部
等40个“脱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曹亮等50名“脱贫攻坚
优秀共产党员”、陶曼晞等40名“脱贫攻坚优秀党务工作者”、
薛宗伟等40名“驻村扶贫工作标兵”受到公开表彰，并开辟
《脱贫攻坚党旗红》专栏，宣传推介他们的先进典型事迹，基层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得到有效提升。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曾令菊）胡其
奎在商城县是远近闻名的大能人：流转700多亩田机械化种
植水稻，成立其奎粮油专业种植合作社带动200多名社员致
富。这不，刚刚又有喜讯传出，今年搞的“稻虾共养”，又让乡
亲们大赚了一笔。

8月13日，记者在商城县鄢岗镇尹岗村油坊组见到胡其
奎时，他正在长势喜人的稻田间转悠，憨憨的脸上满是丰收的
喜悦。

为啥只见稻不见虾？胡其奎笑着解释说，现在天热，龙虾
都钻在泥土里呢。接着他详细介绍起“稻虾共养”的流程，农
历三月份投放虾苗之前，先在田里备足有机肥，保证土壤营养
供给，插上秧后，整个生长过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保持田里
水量适当。农历五月份，已经出售了一季龙虾，水稻收割后再
收一季龙虾。

“以往单种水稻，每亩能赚500元左右，现在稻虾共养，能
增收1500多元呢。”胡其奎乐呵呵地说，“仅合作社今年‘稻虾
共养’的100多亩稻田，就能净赚30万元。秋后再多整治些
水田、多储备些有机肥，明年扩大到300多亩，让更多的乡亲
一起靠种田也能致富奔小康。”8

商城县：

“稻虾共养”致富忙

光山县：

“严乡强村育新”增动力

潢川县因地制宜，寓教于乐，本着“手绘一道墙、教育一群
人、树一方新风”的原则，围绕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
明和卫生城市创建等主题进行创作，把一面面白墙建成美化
城市环境、倡导文明新风、构建和谐社区的“宣传员”。图为过
往群众驻足观赏文化墙8 高文达 龚文文 摄

光山县在城南25公里的官渡河两岸开展综合治理，围绕
“路、桥、坝、点、园”规划44个项目，总投入资金约21亿元，渡
河店人行桥、光州公园、官渡沙滩公园等项目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两岸初步形成“春有花、夏有荫、秋有实、冬有景”的绿色滨
水景观带，宜居、生态、休闲、活力的生态新南城正成为展示智
慧光山城市的新名片。图为8月 11日，盛湾公园人行桥工
地，工人们正冒着高温酷暑抓紧施工。8 谢万柏 摄

信息速递雄鹰在这里起飞
——信阳空军招飞“五连冠”速写

图说信阳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闫芳 郑世伟

走进光山县文殊乡方洼村，如今这里
“三步一良田，五步一鱼塘”，林木葱茏、稻
浪千重，可谓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发生这些变化其实也就是两年内的
事情。”方洼村党支部书记李信远说，“一要
感谢中央精准扶贫的好政策，中直机关派
来了驻村帮扶好干部，县里派来了驻村第
一书记，带领我们一起脱贫攻坚；二要感谢
村里建起了党员远程教育网，为偏僻乡村
党员打开了一扇窗，党员干部经常受教育，
群众脱贫致富有了好方向。”

小山村直通“大世界”

方洼村原来是全县典型的贫困村和软
弱涣散村，村干部常年“坐家”办公，村部毫无
生气。2015年，国家级贫困县光山县成为中
直机关的定点扶贫联系县，派来了驻村帮扶
干部郭伟立、薛宗伟，光山县也选派驻村第
一书记徐开春进村，开始从建强村“两委”班
子入手，将中组部建立的远程教育站点，作
为培训党员、健全制度、凝聚人心的重要抓

手，以“远程教育＋”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据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建玲

介绍，信阳探索的“远程教育+”法则，坚持
党组织覆盖到哪里，党员活动到哪里，远程
教育就拓展到哪里。

目前，信阳2832个远程教育终端接收
站点、52个“红色网络教育家园”、45个学用
示范基地，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空中课堂、红
色家园、致富基地”，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联。

5月13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孔昌
生来到方洼村，调研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
坚工作。方洼村驻村第一书记徐开春一一
点开村支部会议室内时时更新的党员远程
教育终端接收机，详细介绍开了：“红云平
台”提升党建管理服务水平，锻造攻坚党员
干部队伍；“远教智能”支持农业升级转型，
拓宽脱贫致富发展道路；“学用基地”成为
双创孵化园，助推党员群众就业创业……

小手机开通“云互联”

“这面流动红旗是我们县委组织部部
长孔辉点击颁发的，这也是对我们村脱贫
攻坚的充分肯定。”在潢川县伞陂镇长青
村，第一书记陈林森指着手机上不断闪动

的小图标，有些小激动。
通过远程教育系统＋智能手机APP＋

电脑互联网WEB页面+村级活动场所无线
wifi，“潢川红云”实现了上至县委、下至基
层支部和普通党员的即时互联互通，全县所
有党务信息全部录入实现电子考评，详细记
录所有贫困村的工作进展情况，并为每季度
在线评授“网上流动红旗”提供重要依据。

陈林森告诉记者，在《农事早知道》栏目
中，他学到了不少有关农业技术的内容。他
把长青村的缺技术现状向县电教中心如实
反映后，县电教中心对症下药、按方抓药，一
方面寻找有关种养殖技术的视频资料，供养
殖户们观看学习，一方面与市、县远程教育
教学辅导专家人才库协调联系，邀请相关专
家到田间地头亲自为村民指导。

小农场搞起“大联合”

新县吴陈河镇茅屋冲联合党支部，按
照“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服务一体、示范引
领”的发展思路，统筹阳土墩、杜洼、章墩3
个村的基层党建。

“每个月我们都要集中学习两三次，看
看国家有啥脱贫政策？看看农业种植中出

现的问题咋用农业科技解决？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起商量农场咋发展？我们还用站点
的免费WLAN建起了党员微信群。”吴陈
河镇党委书记谢文彬最看中的就是远程教
育的智能支撑。

通过“远程教育+产业基地”，他们将
345户贫困户纳入茅屋冲家庭农场，以到
户增收资金172.5万元入股与农场合作实
施3000亩有机水稻增收项目，农场给予保
底600元/户/年的分红，3年合同到期后贫
困户可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合作。

如果合作模式体现的是思路、是智慧，
在管理上更贯穿了智能管理、科学管理的
理念。茅屋冲农场所有田块都安装远程摄
像系统，所有农产品生产过程可追溯，还采
取CSA模式对土壤、水质进行改良，力求
自然生态平衡，努力打造“自然田园综合
体。”如今，这个“综合体”还发展了泥鳅、草
鱼、鲶鱼等水产养殖 110亩，本地土鸡 1.2
万只，蔬菜种植100亩，年产值达到800万
元。在示范区周边形成了连锁带动效应，
产生了“欧阳润东家庭农场”“王大军油茶
基地”“奇龙岭民俗文化园”等一大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为贫困户的脱贫致富拓宽
了发展道路。8

党员“远程教育”助力信阳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