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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停电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困
惑，自 4 月 11 日起，信阳供电公司启动“零点工
程”，精心安排近百名供电工作人员，避开白天用电
高峰，在零时后展开城市电网集中检修。图为信阳
供电工作人员零时后正在信阳羊山新区开展检修
作业 6 杨帆 摄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曹良刚）
“不管是茶叶、茶油，还是蜂蜜、葛根，甚至是黑猪肉、土
鸡、土鸭，只要是商城县出产的特色产品，在这里都可
以买到。”4月 10日，商城县特色馆开馆当日，原耕电
商负责人杨淑娟自豪地说。

近 400平方米的商城特色馆，共分县情篇、粮食
篇、茶叶篇、油脂篇、畜禽篇、水产篇、林果篇、蔬菜
篇、淀粉篇、休闲食品篇、饮品篇、中药材篇、旅游篇
等 13个区域，入馆展示了包括山信米、詹氏蜜、长园
野生山茶油等该县2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特色
产品，以及全县70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出产的200多
种商城特色产品，可谓商城特色一馆尽展，吃喝玩乐样
样俱全。

据介绍，商城县自然禀赋优良，出产的特色产品品
种丰富，多是原生态天然绿色食品，在市场上很受消费
者欢迎。另一方面，出产特色产品的农民却找不到市
场和销路，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甚至面临滞销的困
难。该县商务部门和扶贫部门经过广泛调研和充分论
证，决定借助县电商创业协会的网销渠道，在县城建设
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县域内特色产品走向
市场，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战。

在粮食、中草药展示区，商城县商务局局长胡峰分
别介绍，山信米业去年一年，网销粉条、淀粉、大米等近
200万元。伏山乡一贫困户余培燕，网销自家种的天
麻、葛根等中草药，一年获利6000多元。

“截至 2017年 12月，投入近 500万元，建成县级
电子商务物流仓储分拣配送中心1个，乡镇级电子商
务中转站11个，村级电子商务物流点40个，通过逐步
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网络，为农产品

‘走出去’和工业品‘引进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
不仅为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更为脱贫攻坚
带来了新动力。”胡峰如是说。

截至目前，商城县从事电子商务的主体已达4000
家，从业人员1.2万余人，带动650户以上贫困户脱贫，
电商交易额累计已达7.5亿元。6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明）“真
是赶上了新时代，没想到儿女给了赡养费，政府还给补
贴。”4月 14日，站在村部门前的大红公示栏前，固始
县草庙集乡王岗村80岁老人张友田乐呵呵地说，“俺
两个儿子，每人交了300元，政府补贴60元。这不，上
月底发的660元还没花呢。”

草庙乡王岗村是全国文明村。从今年 2月底开
始，该县在包括草庙乡在内的首批5个乡镇（办事处）
全面推行“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县乡两级财政补
贴＋社会捐款＋村集体补助金”的养老基金新模式，将
原来只是60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能够享受的
新政，扩大到70周岁以上的非贫困户老人也可享受。

据固始县文明办负责人介绍，根据规定，凡符合条
件的老人，在子女志愿的基础上，按每月不低于100元
的标准，由其子女一次性缴纳一季度三个月的基础赡
养金，赡养金共设100元、200元两个档次，收缴后统
一入账并公示。政府在子女上交赡养金的基础上再给
予10%的补助，由村里按月发放。补助资金10%的差
额部分主要由县财政出资、村集体补助金、社会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捐款补足。

“从一个多月的试点来看，活动很成功，符合条件
的老人和子女积极性都很高，仅王岗村符合条件的
300多位老人，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与村里面签订了
赡养协议。”草庙集乡党委书记夏明刚介绍。

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乡镇还专门成立了孝善敬老
基金管理办公室，各村设立孝善敬老基金专门账户，由
乡镇财政所代管，实行封闭式管理。各村成立孝善理
事会，提名推荐村中威信高、办事公道、为人正派的党
员、群众中的新乡贤等担任会长。孝善理事会在村“两
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村孝善敬老基金的筹集、发放等
工作。

据悉，经过前期试点后，这种孝善敬老活动已经在
固始县各乡镇全面铺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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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春天似乎格外眷顾信阳。

不信？你看！河边的柳

树绿了，山上的杜鹃红了，田

野里的油菜花黄了，房前屋后

的桃花、李花、杏花、梨花、樱

花，赶着趟儿地开，一簇簇，一

树树，一片片，姹紫嫣红，争奇

斗艳。淡淡的烟火味混着田

园的气息，越往山里走，茶香

裹着幽兰的清香，慢慢氤氲开

来，清清凉凉沁人心脾。山山

岭岭的茶园慢慢沸腾起来，溪

水清清浅浅地叮咚着，黄鹂清

脆婉转地吟唱着，偶有茶歌传

来，清新悠扬，顿时让人身心

俱醉，融入其中。

热情好客的信阳人从不

会独享这大好春光。各地次

第上演的乡村旅游文化节、桃

花节、樱花节、插秧节、民俗文

化节、茶文化节、徒步大会、自

行车赛……引来万千游人徜

徉其间，寻幽赏春，尽情感受

大自然给予信阳的别样春

光。据信阳旅游局统计，仅清

明“小长假”期间，信阳共接待

游客 124.85 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9.7亿元，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21%和27%。

由此可见，美丽信阳的春

季异常“撩人”！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记者还在对沿途古朴
雅致、清新脱俗的美丽乡村赞叹不已时，汽车拐了
个弯钻进光山县南向店乡董湾村一个幽静的峡
谷，一片片白的、粉的、红的花海霎时扑面而来。

正拿着手机拍个不停的黄秀清，是地地道道
的光山人，她自豪地说：“山里人都明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越来越爱护这里的环境。
慢慢地，树成片了，花成海了，路修宽了，游人多
了，乡亲们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王母观上的野樱桃还没赏够，3月27日，斛山
乡的万亩桃花会又赶着趟来了。万树桃花胭脂
色，可爱深红伴浅红。花海中的白发老人、天真孩
童、爱美女子、多情少年纷至沓来，花前树下，岗上
湖边，相机咔嚓个不停，手机拍得发热。

无独有偶。以“赏千亩桃花、观百米飞瀑、品
山村古韵、鉴白云山水”为主题的沙窝首届桃花
节，也于当日在新县沙窝镇朴店村开幕。这里以
1200多亩桃园为主体打造的桃花源、桃花冲、桃
花庄、桃园潭、桃花步道，可让游人春赏花、夏品
桃、秋登高、冬怀古，给人“桃花不在世外，诗画就
在眼前”绝美享受。

其间，他们还特别组织了“桃花仙子”评选、桃
树认养和摄影大赛等系列活动。大学毕业回乡，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王秀文和三个小姐妹一起报名
参加了“桃花仙子”评选，他们身着古装，游弋在桃
花丛中，与桃花争艳，为游客服务。

莫叹桃花粉面春，梨花怒放满园春。3月 29
日，淮滨县张庄乡梧桐村首届梨花节粉墨开启。
一望无垠的绿色麦田中，点缀着块块油菜花黄。
走近这里却是一片雪白突兀而起，让人顿觉闯入
一个童话世界。

“这是我们村发展生态旅游的一次有益探
索。”梧桐村党支部书记任远河高兴地介绍说，梧
桐村在“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突破口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成立康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引导农户发展梨园400亩。春天千树万树梨
花开，村民们一商量，便拿梨花做起了文章。

养蜂的村民曹华清一看游人络绎不绝，便在
家门口摆起了摊位，卖起了梨花蜜，“游客赏花回
去，多会带上一两瓶，几天下来，一季的蜂蜜就卖
得差不多了。”

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的“浪漫樱花·乡约连
岗”美丽乡村文化旅游活动已经是第二届了。这
个村位于胡桥水库上游，曾经偏远闭塞，坐拥青山
绿水、荷塘花田的绝佳风景，却贫困、落后、破败。

前几年，潢川县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择址
新建了一座占地220亩的连岗新村，“一湖秀水、
四季花园、百套别墅、千亩樱花、万种风情”的新农
村锦绣画卷，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越来
越多的“归雁”也返乡就业创业。2017年，这个村
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人均收入1.3万余元。

尝到了“美丽经济”甜头的乡亲们，竞相在花
上做起了文章，固始县西九华山花千谷园区怒放
的300万株郁金香，商城县金刚台下的樱花坡、杜
鹃山、桐花谷，平桥区新集村的万亩油菜花海，彭
家湾乡潘寨村的特邦生态园，无不成为游人赏花
踏春的绝佳去处。

恰如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在“大别山（新县）乡
村旅游文化节·赏花济”开幕式上所言，“赏花济”，
既是赏花经济的济，也是花开四季的季，更是寄情
山水的寄。

花开花落终有时，强乡富民无绝期。以花为
媒搭建起的乡村振兴大舞台，在信阳大地上正上
演着一出出精彩好戏。

新县丁李湾村是国家传统村落，完
整保存有明清时期古民居 438 间，门
楼、石雕、木雕、彩绘等古建筑遗迹260
余处。

近年来，新县投入资金近 3000万
元，对丁李湾进行保护与建设，建起了
民俗博物馆、文化广场、茶亭、栈道等旅
游设施，群众自发组建了乡土民歌队、
舞狮队，地方歌舞、戏曲演出不断，去年
接待游客11万余人次。

3月28日，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民俗文化精粹展在丁李湾惊艳亮相。
舞龙、舞狮、地灯戏、河蚌舞、南冲民调
等民俗文化表演，以及竹编、纺线、蒸花
馒、牵挂面、打糍粑等传统手工技艺，让
外来游客看得目瞪口呆，现场不时爆出
阵阵欢笑。

“这里的山那么青，水那么纯，小村
那么美，山花那么艳，民俗文化那么丰
富……一切都是城市里无法想象的景
象和感受。”带着一家人专程从郑州来
新县旅游度假的季凤丽兴奋地告诉记
者，“我们去了‘天然氧吧’金兰山森林
公园，看了几个古朴自然的传统村落，
欣赏到了豫南风情浓郁的民俗表演，晚
上住在星光迷离的大别山露营公园，一
直被山花簇拥着，被山水拥抱着，被美
景环绕着，被精彩演出感染着，心里那

个激动劲啊，真的没法说。”
特地从北京来新县采风的著名书

法家吴子书和几位好友，也对这里独具
特色的青山绿水、红色遗承、古朴乡村
和韵味悠长的民俗文化赞叹不已。

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样成为商
城县西河景区吸引游人眼球的首选。
4月 5日，首届大别山（西河）民俗文化
节盛大开幕，美食节、农特产品展等同
步举办，并一直持续到15日。

游客在景区游览欣赏自然美景的
同时，可以体验空中漫步乐园和高空玻
璃桥带来的惊险刺激，还可以欣赏到杈
伞、旱船、皮影戏、花篮戏等最古老的民
间非遗文化演出，以及叶雕、捏面人、吹
糖人、捏泥猴、泥叫吹、金丝彩釉画、粘
土泥塑、草编工艺等传统民俗艺术表
演，在动静结合中感受大别山与众不同
的人文特色。

更让人期待的是，首届大别山（商
城县）插秧节即将于 4月 22日在朝阳
洞旅游区举办，届时不仅有大型传统农
耕文化表演，更有挑秧、抛秧、插秧、捉
泥鳅等水田竞技大赛，以及中华农耕
展、私家稻田认种、千人流水席、原生态
山货节等娱、乐、观、感、吃、购、游项目，
让游客全方位体验诗意田园带来的无
限乐趣。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牛冲村终于
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春天!”3月29日，新
县乡村振兴示范区暨山里人·裸心季人
文乡村居游综合体建设启动仪式现场，
61岁的卡房乡牛冲村老支书张宗富兴
奋得像个孩子，“若没有乡村振兴的好
政策，俺们这儿再美的山水，也引不来
外面的‘金凤凰’啊!”

卡房乡牛冲村是典型的深山区，森
林覆盖率达 95%以上。境内有自然、
人文景观20多处。因地处鄂豫两省交
界，为南北通路要道之一，清末和民国
初期在此设有盐卡而得名。

这里留有数十处红色革命遗址遗
迹，是红军点燃豫鄂战斗烽火、拉开大
革命序幕的地方，也是“坚持大别山红
旗28年不倒”的中心地带，红军第一架
飞机“列宁”号从这里起飞，无数老一辈
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

落户这里的裸心季生态旅游度假
区项目，规划占地231亩，配套流转山场
1.3万亩，所有客房和配套设施将点式分
布于山林之中，旨在为远方游客提供舒
适、健康、静谧的裸心生活。

选择回归自然山水之中，体验一次
露营、裸心生活，是无数都市人的向
往。新县大别山露营公园就是河南省
首家参照国家旅游局最新编制的全国

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规划标准建设的
五星级露营地，拥有完善的生活用电、
WiFi系统等配套设施。这里不仅能够
在树荫下谈天说地，在星空下仰望苍
穹，闭上双眼静静感受晚风拂面，更能
体验篝火、烧烤、音乐、攀岩、射箭、卡丁
车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务。

从2016年开始，商城县西河景区就
坚持每年在春光明媚的季节举办徒步大
会。3月21日，举办2018全国徒步大会
（商城-西河景区站）的消息一经发布，
当天阅读量就超过50万次，报名超过1
万人。因外籍徒步爱好者报名人数较
多，4月8日，举办方发布紧急招募20名
外语翻译人员的启事。景区负责人江
建军兴奋地表示，“信阳秀美的山水、优
美的环境、纯朴的民风，是越来越多户
外运动人士来信阳参赛的主要原因。”

4月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26
届信阳茶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信阳市长
尚朝阳告诉记者，除了重要的茶事经贸
活动外，“信阳毛尖杯”第九届北京国际
山地徒步大会（信阳站）暨首届信阳国
际山地徒步大会，第十届全国自行车公
开赛亦在茶文化节期间隆重举办。

丰富的山水资源、纯净的自然
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信阳
康养、运动、休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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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增艳黄毛尖 韩家东 摄

祥云福地黄柏山 雷竟成 摄

春到西河绿映红 涂柏松 摄

乡村振兴花为媒

民俗文化添魅力

康养运动最宜人

县区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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