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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下乡讲廉政 游家明 摄

身边案例敲警钟 游家明 摄

乡村故事

信阳街头宣传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黄亚）为增
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力
度，日前，信阳市委政法委统一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暨扫黑除恶街头集中宣传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该市政法系统各部门通过设
立法律咨询台、发放普法手册、设置宣传展板、悬挂主题
条幅等形式，集中向过往市民介绍国家安全法、反间谍
法等法律法规，详解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
典型案例，共发放国家安全普法手册和结合典型案例制
作的普法口袋书数千册。

信阳中院副院长步辉告诉记者，选择在“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走上街头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对于增
强市民忧患意识、强化市民总体国家安全观念，居安思
危，不断提高全民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的自觉意识，具有
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意义。6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武 程
一桐）近日，新县4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49.5
亿元，涉及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服务业五大
类。

近年来，新县坚定不移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聚焦
“四个一百亿”产业集群培育，持续推进以毅辉智能制
造、骏诚科技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高端化，以绿达山
茶油生态种植、毛冲智慧生态循环农业为代表的农副产
品加工绿色化，以“厕所革命”、健康体检中心为代表的
社会公益化，以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园、大别山露营公
园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融合化等强势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强化龙头企业在精准脱贫攻坚中的引领作用，持续为老
区振兴提供强劲动力。6

新县48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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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陈萌

“‘贪’字就是一把刀，贪心迟早要糟

糕，奉公守法常记牢，幸福家庭乐陶陶！”

“五一”期间，商城县西河景区广场人山人

海，具有浓郁豫南民俗风情的文艺节目正

在接连上演，其中不乏这样让人警醒的唱

段，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阵阵。

党的十九大以来，商城县纪委经常性派

出“文艺轻骑兵”，选择在节假日期间下村到

组，将束之高阁的廉政案例和枯燥无味的廉

政理论融入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之

中，将廉洁自律意识根植群众心中，唱好廉

洁教育民间戏，激活普通群众监督“触角”，

坚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据统计，全县信访举报总量同期下降

56%，其中，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举报

问题同比下降36%。

商城“文艺轻骑兵”
唱响廉政民间戏

“打竹板，响连天，大家听我来
宣传。‘阳光村务’真是好，架起干
群连心桥。小微权力透明化，权力
运行阳光下……”

响彻乡村的一阵阵轻快悦耳
的快板声，不时赢来群众的阵阵喝
彩。

眼里看，耳朵听，都没有拿在
手中最踏实。除了文艺表演、政策
宣讲、案件警示，商城县纪委为群
众送去一件实实在在的掌中宝
——“阳光村务”微信平台。

把村务、村权、村事放到移动
互联网上，是该县在信息化条件下
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创新和
探索。

“阳光村务”微信平台将全县
22 乡镇（办事处）372 个行政村，
在地理区域图上直观地标识出
来，将群众关心关注的脱贫攻坚、
惠民政策、便民服务、农业技术等

服务信息定期整理推送，村民还
可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查询村级集
体事务信息、办事流程。

通过“投诉建议”，纪检监察部
门还可以及时收到村民们的反馈
信息并调查处理，真正地让村民参
与村务管理，充分体现群众享有的
村务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
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群众
办事“一眼明”，干部作风“一眼
净”，群众办事不出村，干部行权有
人管。

至今，该县“阳光村务”微信平
台人数早已超过 10万人（约占全
县人口1/7），通过网络平台为群众
办理大病救助、“低保”“五保”、危
房改造等疑难民生事项200余件，
搜集群众各类意见建议 2500 余
条，处理有效问题线索 126条，及
时核实取消违规“低保”1600 余
人。6

一名90后女大学生的“猪倌”路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陈世军 陈衍乐

90后女大学生赵盼盼，走了一条
让很多人想不通的路：大学毕业后，
将户口从开封市迁到罗山县乡下，花
季年龄却动员父母一起到农村养猪。

4月 27日，带着疑惑，记者在罗
山县潘新镇陡山村秦园农林有限公
司见到了这位女大学生“猪倌”：一身
蓝色工装，留着齐耳短发，青春靓丽，
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干练睿智。

2015年，本科毕业的赵盼盼，偶
然得知因生猪市场低迷，罗山县一亲
戚家的生猪养殖技术员离职不干了，
养殖场即将濒临倒闭的消息。想到

父母干过多年养殖，自己也对此感兴
趣，她便当即决定前去考察。经过反
复思忖，她决定接手亲戚的生猪养殖
场，远走他乡做起了“猪倌”。父母也
在她的说服下，干脆一起搬到了罗
山。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了
防止养殖场生猪不被疫病侵袭，从战
战兢兢地拿着针头站在两三百斤重
的母猪前，到如今独自一人完成猪场
所有生猪的防疫注射，赵盼盼走过了
一条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道路。

“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我坐在猪
舍外仰望星空，追问自己到底能坚持
多久，能走多远！”回首往事，赵盼盼
话虽轻松，却饱含辛酸，“好在我终于

挺了过来！”
短短两年多时间，她梦想的种子

在罗山生了根发了芽，她也从一名少
不更事的大学生，蝶变为乡村“女企
业家”，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养殖公司，
养殖场的猪舍由原来的三幢发展到
现在的七幢，今年新扩建的两幢正在
建设，养殖母猪由原来的 40头发展
到现在的180头，生猪年出栏达1700
余头，产品定单式销往漯河双汇公
司。

如今，赵盼盼还将自己的户口迁
到了罗山，成了一名真正的乡下女
孩。她说，她的梦想是“建成一个现
代化的万头生态养猪场，带动周边更
多的农户养猪致富奔小康”。6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韩浩 符浩

张连成今年54岁，家住淮滨县三空
桥乡吕庄村，谁能想到，在没有编制的乡
村代课教师岗位他已经待了整整16年。

1980年代，高考落榜后，张连成因
为家贫没有复读，回家务了农。他也曾
外出打过工，但最终还是选择办起了家
庭幼儿园。2003年，县里整合乡村教育
资源，张连成所在的吕庄村小学被撤销
改为教学点，只留下一名在编老师，村
里考虑到张连成有十多年办幼儿园的
教学经验，就推荐他到吕庄村教学点代
课。没想到他这一干就是16年。

吕庄村教学点条件简陋，学生不

多，只有两个年级50来人，张连成和另
外一个老师一人负责一个班。同龄的很
多人都外出打工发了财，连家也搬到了
大城市，张连成却一直是名代课教师。

经常会有人问张连成：“你一没有
编制，二来工资也没多少，你图个啥？
还不如出去打工挣的多。”

张连成却说：“村小学撤了，我要再
不干，怕是连教学点也保不住了，年纪
小的孩子们上学怎么办啊？那么远的
路多不方便啊？代课工资低，我不是还
可以捎带着种田吗！”

在这 16年里，教室屋顶漏水了，张
连成搬着梯子爬上屋顶自己修；学校厕
所堵住了，张连成找来工具自己捅；学生
生病了受伤了，张连成自己骑着摩托车

送到卫生院。乡亲们已经记不清他干过
多少义务劳动，资助过多少困难学生。

张连成的倾心付出，乡亲们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村里人提起张连成，
都会竖起大拇指；不管谁遇到张连成，
老远都会和他打招呼。他教过的学生
一批批长大成人，不少考上了大学跳出
了“农门”成了市民。然而最让他欣慰
的却是，女儿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
考上公务员留在外地，而是选择回到家
乡考上了特岗教师。

“只要还有孩子在吕庄上学，不管
让我做多少年代课教师，我都愿意。”看
着重新整修的新教室和刚刚添置的新
教具，张连成憨厚地笑着说，“因为这里
承载着乡村孩子们的美好未来。”6

罗山县“光伏扶贫”富农村
罗山县通过发展“光伏扶贫”项目，壮大集体经济，造

福贫困群众。预计至本月底，全县将建成“光伏扶贫”村
级电站54个，装机总容量达16.055兆瓦，将有3100余
户贫困户从中受益。图为4月25日,工人们正在子路镇
丰店村抢天夺时安装“光伏扶贫”小电站 6 陈世军 摄

一名乡村代课教师的16年坚守

光山茶叶香飘“一带一路”
光山县辰龙茶叶公司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

将茶叶远销到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一带一路”沿
线7个国家及地区，年产绿茶1.5万余吨，创汇超千万美
元，解决周边上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带动23户贫困
户走上脱贫致富路。图为4月27日，产业工人正在扶贫
车间里加工生产国外订制的中国眉茶 6 谢万柏 摄

倾听呼声进家门 游家明 摄

阳光村务进山村 游家明 摄

很文艺，宣讲务实民心喜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今年春节前夕，

由商城县纪委组织的书法名家送春联活动来到了
大别山下山清水秀的里罗城村，为乡亲们送去一
副副浅显易懂的廉政春联；双椿铺镇龙堂村李湾
组的稻场前，一幅幅由中国著名剪纸艺术家朱华
梅现场剪出来的廉政主题剪纸作品，当场送给了
扶贫政策问答正确的群众手中……

群众喜欢什么就演什么，群众在哪里宣传就到
哪里。商城县廉政教育一改往日冷脸黑面的“文
字”教育，俯下身子来到群众中间，将枯燥的政策、
晦涩的理论和冷冰冰的廉政纪律编成浅显易懂、群
众喜闻乐见的小品、歌舞、快板、小戏，成为了商城
县廉政教育的“拿手戏”。

小品《政风催清》用群众身边熟悉的生活场景
告诫行贿受贿必被查，一场《特殊考试》将党的十九
大精神通俗易懂的宣讲出去，快板《阳光村务好》为
群众送去了生活移动“掌上宝”，接地气的民间小戏
《喝喜酒》让现场群众在忍俊不禁中明白请吃和吃
请的危害……有表演，有宣讲，有推介，有问答，有
欢声，有笑语。

田间地头，村头路边，天为幕，地为台，旗帜立
起把戏演，拉起展架做宣传，一支7人组成的“文艺
轻骑兵”，覆盖22个乡镇的63场演出，赢得群众持
续点赞，党的方针政策、党纪法规在基层深深扎下
根来。

接地气，回应关切解惑疑
零距离面对群众，就要有群众式的宣传方式。
抛却照本宣科，借助文艺表演这一催化剂，商

城县纪委坚持立足主业、把握导向，结合党的十九
大精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脱贫攻坚惠农政策、
社会新风貌、传统优秀家风家规等主题，除了在剧
本上下功夫，更是将活动现场炒热激活，在互动中
引导群众理解上级政策、维护切身权益。

“能看戏，又能了解新政策，还能解决老问
题。我也要为乡亲们尽份力！”春节期间，汪岗镇
古塘村一名假期返乡的大学生在看完节目后找到
演出负责人，主动提出要做一名宣讲志愿者。

“这不仅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锻炼，也是群众对
我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检验。”清明“小长假”期间，21
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商城籍大学生志愿者，用自身的
实际行动走村入户，完成了从“被宣传”到“帮宣传”
的成功转变，一场场针对性极强的文艺演出回应了
群众们关于“人情低保”“增收脱贫”“搬迁条件”等热
点问题的疑惑。

“坚持以群众为中心，真正让群众有所得、有
所思、有所为。”商城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孙涛
表示，“力戒文艺演出和政策宣讲中的形式主义，
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戏，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回应群
众关切的问题，不断化解党群干群间的矛盾，是廉
政教育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跟随“文艺轻骑兵”下乡演出的纪检干部，聚
焦脱贫攻坚领域的腐败问题和农村“微权力”，在
演出间隙广泛开展“大宣讲、大走访、大排解”，现
场公开贫困户名单让群众测评，设置咨询台面对
面解答群众疑问，接受群众举报，有效化解群众矛
盾上百件，收集问题线索数十条。

十二幅卷轴，十二个案例，十
二个身边人讲述了十二件身边
事。吃拿卡要、优亲厚友，违规办
理“低保”“五保”，截留、挪用危房
改造资金，侵占村集体土地、资金
……一件件农村“微腐败”案例无
遮掩、无修饰，点名道姓。

以案宣纪、以案释法，将案例送
至群众身边，是商城县宣传教育送
戏下乡重头戏。歌舞戏剧送政策，
剖析案例做提醒。以案促改工作中
精选的12件发生在群众身边侵害
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例，被制作成卷
轴，悬挂在表演现场。每到一处，宣
讲干部选取一件典型案件现场简要
剖析，给现场村干部敲警钟，拉红
线，也为群众增信心，垫底气。

“早就该这样！”

“纪委本来就该是为群众说话
的地方！”

“把俺们身边的蛀虫、苍蝇都
拍干净了，党的好政策才能真正落
地！”

老乡们一边看一边赞叹道，廉
政宣讲组带来的3000余份《纠“四
风”大家一起来》监督海报很快被
群众“秒藏”：“上面看不见的，俺看
的见，监督抓蛀虫俺也有份。”

鲜活的才是最生动的，身边的
才是最震撼的。把鲜活的案例带
到群众身边，收获的不仅仅是廉政
教育和经常性提醒，更重要的是让
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坚定决心，唤起了群众参与民主
监督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夯实了党
执政兴国的群众之基。

身边事，警钟长鸣守法纪

阳光下，群众监督有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