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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

农民夜校点亮“致富灯”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晏乾
坤） 连日来，每到夜晚，潢川县传流店乡经坊寺村农
民夜校都会灯火通明，小龙虾产业政策、虾稻共作技
术规程、有机稻米生产须知等成为农民最受欢迎的
课程。据该乡农发中心主任胡宗安介绍，自5月 4日
农民夜校开班以来，每晚当地村民都早早前来等候，
该县正在普及推广的虾稻共作农业生产新技术听众
最多。

“农民是振兴农村经济的主体。如何帮助农村群
众提高综合素质、掌握农业技术、丰富技能素养、提
升致富本领，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树立农村新风正气，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
明法理、守纪律的新型农民？”传流店乡党委书记张
超说，“农民夜校成为推动脱贫攻坚大决战、助力决
胜全面小康的生动实践。”

潢川县在脱贫攻坚中，既注重精神上的扶志，又
注重技术上的扶智，通过广泛开展扶贫政策宣讲、免
费技术培训、开办农民夜校等方式，以弥补农村思想
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补齐农民增收致富的技术短
板，促进脱贫攻坚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帮助农民
脑袋、口袋一起富、精神物质双脱贫。

传流店乡依托村级活动阵地开办农民夜校，组建
了一支由乡村干部、技术专家、致富能人、道德模范、
乡贤达人组成的培训队伍，通过干部带头讲政策、专
家带头讲技能、模范带头讲文明、能人带头讲经验的

“四带头”模式，启民智、聚民心、激民力，带动广大群
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干有方向、干有激情、干有思路、
干有本领、干有精神，让农民夜校成为实现乡村振兴
的“智囊团”“大讲堂”和“好帮手”，群众增收致富的

“孵化器”。
“开展培训的内容得让群众说了算。”经坊寺驻

村第一书记叶阳告诉记者，“农民夜校一改以往专家
讲什么，群众听什么的‘填鸭式’培训方式，采取‘菜
单式’培训，让农民‘点菜’，专家‘下厨’，合了农民群
众口味。持续开展的虾稻共作技术讲座，就是应我
们村养殖小龙虾的农民要求而举办的。”

他们在夜校课程设置上，坚持“供需”结合原则，
为贫困村民量身定制培训内容。夜校开课前，采取
发放意见征求表、集中座谈、个别走访的方式，广泛
征集贫困村民所想所盼，科学设置法律法规、方针政
策、农技知识、脱贫信息、日常知识、文体娱乐、民主
议事等7大类与脱贫攻坚紧密衔接的实用课程，按照
群众“点单”施教，变“教什么学什么”为“需什么学什
么”。

前来参加培训的贫困户何承洲说：“今年我把虾
稻共作规模从 3亩扩大到了 14亩，一直担心自己技
术不精。这下好了，农民夜校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
家年底脱贫的信心更足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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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信阳茶”
品味城市建设品味城市建设““加速度加速度””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古至今，治国
如此，理政亦然。茶文化节正是信阳人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的产物。

诚如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
新江在第26届信阳茶文化节动员会上所言：“步
入新时代，要将践行新发展理念贯穿于节会活动
全过程，不断提升茶文化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文化效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春
潮，不甘落后的老区信阳人穷则思变：举办中国
信阳茶叶节，以茶为媒，广交朋友，扩大开放，振
兴信阳！

翻开 26届茶节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信阳
人办节观念的与时俱进：

从茶叶推介，到茶节经济、茶文化效应、茶旅
融合发展，每一届茶节，都更加注重突出主题，更
加体现时代气息，更加强调区域联动和三产融合。

从单纯的茶叶节，到茶博会，再到豫商大会、
国际茶商大会、信商大会，茶节被赋予了越来越
多的内涵，信阳毛尖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期盼。

从最初茶节只是茶农、茶人、茶商、茶企的
事，到现在开放办节，人人都力求从茶节里寻找
商机，人人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一届又一届茶节，信阳也迈开了塑造品牌、
复兴名茶的铿锵步伐：

2002年8月，“信阳毛尖”原产地地理标志获
国家质监总局批准；

2008年 12月，《地理标志产品——信阳毛
尖》国家标准获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

2014年7月，信阳毛尖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7年 4月，信阳荣膺“中国毛尖之都”称
号……品牌越叫越响，含金量越来越高，市场越
做越大；

2018年4月10日，信阳毛尖以63.52亿元的
品牌价值连续9年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十强”，连续荣膺排行榜第二位；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茶园总面
积 210.8 万亩，年茶叶产量 6万吨，年总产值达
105亿元。茶产业已成为信阳由农业大市向农
业强市跨越、广大群众发展特色经济脱贫致富的
支柱产业。

众所周知，过去信阳只采春茶，只生产绿茶，
成本高，鲜叶资源浪费极大。2009年，“信阳红”
横空出世，更是解决了信阳毛尖产量小、加工链
条短的问题。

如今，在信阳“茶叶王国”里，既有绿茶、红
茶，也有白茶、黑茶、黄茶和花茶；既有茶饮料、茶
糕点，又有茶枕、茶内衣、茶化妆品等，浉河区和
羊山新区还建起了茶产业集聚区。

第 26届信阳茶文化节期间，环南湾湖特色
茶旅体验游、2018信阳茶旅游及旅游产品展等
更让人感受到茶旅融合的独特魅力。茶旅融合，
正将信阳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鹏
王亚平）近日，淮滨县涵盖 17 个乡镇（办事处），拥
有 67家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大型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信阳中仓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正式成立。

该联合体吸引县内农业产业化龙头加工企业、种
子经营企业、配方专用肥生产企业、粮食收储企业和
各类农业种植合作社参与。联合体成员遵循“平等、
自愿、协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
整体产业优势，建立良性竞争和促进互惠互利的机
制，共同推动该县农业产业化健康持续发展。

据介绍，联合体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各方资源和人
才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体系，建立健全共建共享机
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社会化服务能力，为农业产
业化提供高效服务和有力支撑，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和转型，进一步提升种粮效益。

目前，该联合体涵盖了粮食加工、种子经营、粮
食收储、专用肥生产、农机服务、养殖、种植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各类经营主体，可收储粮食
30 万吨，拥有各类农业机械及设备 200 台套，小麦
和稻米加工能力分别达到 800 吨和 1000 吨/日，流
转、托管、代耕代种耕地面积 2万余亩，年总产值约
6.6亿元。6

进入5月，信阳市浉河区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主
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积极融入新时代，投身脱贫攻
坚和决胜全面小康伟大实践。图为该区驻村第一团
支部书记、青年师生、警察、出租车司机和青年志愿者
等各界代表集体宣誓，努力让青春在新时代中更加出
彩 6 李子耀 摄

淮滨

成立大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4月 29日，首届信商大会在第26
届信阳茶文化节期间成功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信商代表齐聚信
阳，现场签约 37 个项目，总投资达
304.84亿元。

从 1992年首届信阳茶叶节上完
成招商签约57项，总投资4.52亿元至
今，这组数字一直在变：

2001年第10届茶叶节，招商引资
签约84项，总投资8亿元；

2012年第20届茶文化节，招商引
资签约90项，总投资达269.12亿元；

2017年第25届茶文化节，河南省
“5+2”经济合作活动走进信阳，达成
合作项目 107个，合同金额 517.23亿
元，集中签约项目 54个，总投资高达
354.45亿元……

从1992年至今，26届茶节累计招
商引资逾1800亿元。

办茶节的出发点是扩大开放，落
脚点在经贸唱戏，核心就是招商引

资。而正是发轫于茶文化节的项目签
约，信阳经历了从起初粗放式招商到
近年来“按图索骥”式精准选商的创新
转变。

从过去单纯地抓好农业，到现在
一二三产协调并进，再到“一市一区
三枢纽”的发展定位。如今，信阳初
步实现了农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工业由遍地开花向产业集聚转变，三
产由传统服务业向金融、信息业的转
变。

26年间，信阳在发展中经历了太
多量变、质变甚至蝶变，而这一切，都
注定与茶节有关。

“办好茶文化节，通过‘茶+经贸’
‘茶+旅游’的方式，实现茶产业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茶业可持续发展。”信阳市市长尚
朝阳满怀希望地说，“茶叶正成为茶都
信阳的致富之源、老区腾飞的产业之
基。”6

位于浉河区大庙畈的土门村是
一个山里茶村。村子依山傍水，还
有漂亮宽阔的沙滩。但是，以往在
当地村民眼里，风景再好，孩子结婚
时还是要在乡里城里重新买房
子。

如今，情况变了。
作为优质信阳毛尖
产区，土门村传统
炒茶技术和茶叶
品质在历届茶节
上扬名，给村子
带来了极大变
化。水泥路一
直到村口，茶叶
市 场 建 在 家 门
口，年轻人回村盖
起小洋楼，让来来往
往的城里人“欠得口
水流”。

类似土门村一样发生巨变的郝
堂、里罗城、方洼、西河等一大批美丽
乡村，在信阳不胜枚举。

置身于信阳，漫山遍野茶园飘
香，大街小巷布满茶行、茶店、茶馆、
茶楼和茶市。为打造“中国最美茶
乡”，绵延百公里的环南湾湖“中国茶
文化生态公园”，新建了旅游观光、体
验、品茗的茶坊和赏茶步道。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
新城区还是老城区，信阳山水人人
看得见、享受得到，主题公园、公共
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馆、森林公
园等设施融入市民日常生活。高楼

耸立的社区里，树木花草葱茏葳蕤；
人流涌动的街上，车水马龙，秩序井
然。

京 港 澳 、沪 陕 等 高 速 公 路 ，
G107、G106、G312 等国道在境

内形成多重十字交叉，信
阳 明 港 机 场 即 将 通
航，淮河航运通江
达 海 ，越 来 越 完
备 的 立 体 交 通
网络，让茶乡与
世界的距离越
来越近。

茶 乡 掀 起
电商热，各种电
商平台上信阳毛

尖 销 售 店 铺 近
4000 家。借助网络

技术，运用“互联网+”
模式，茶乡信阳正打造中

国中部最大的茶叶产销集散中心。
茶叶交易的兴盛，还带动信阳其他土
特产品的畅销，糍粑、粉条等“光山十
宝”，商城板鸭、潢川挂面等，给茶乡
人民带来了丰厚收入。

走茶乡看振兴。行走在秀美的
信阳大地上，视野所及，山峦叠翠，茶
园依旧葱茏。小小一片叶子，正开启
乡村振兴的大幕，以温润的茶韵茶情
充实着茶乡信阳。

图为采茶季节，各地游客争相到
信阳看茶山美景，体验茶叶采摘，品
尝毛尖美味 刘平 摄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馨褒轩

茶香时节，山水含情，第26
届信阳茶文化节如期开幕。信
阳，又一次敞开热情的怀抱，欢
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

千年茶香，氤氲弥漫。始
于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清、
扬于今的信阳茶，已在大别长
淮的历史光影中氤氲了 2300
多年，浸润在信阳人的血液中、
烙印在信阳人的骨子里。

自1992年5月 15日，首届
信阳茶叶节隆重开幕，至2004
年更名为信阳茶文化节，开幕
式也固定为4月 28日，信阳茶
节至今已成功举办26届。

26年来，从指尖到舌尖，从
茶叶到茶业，从茶乡到茶都，信
阳人围绕茶叶做文章，跳出茶
叶求发展。26届盛会的成功举
办，不仅带来了信阳茶产业的
涅槃巨变，更使老区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第 26 届信阳茶文化节期
间，当地报纸连续4日推出系列
特稿，以述评的形式揭示举办
茶节以来的沧桑巨变。

1992年，首届信阳茶节开幕式在市文化中
心露天街头举行，当时那里是信阳最繁华所在。

此后茶节开幕式几易其地，一直到 2001年
移到信阳新建的市体育中心，才有了一个像样的
场馆。此后，信阳配套服务的公益场馆越来越
多。到了2010年，信阳茶节开幕式改
到刚刚落成的信阳百花会展中
心，自此未变。

开幕式地点的变化像一
面镜子，折射出信阳城市发
展的变迁。26年来，信阳
以茶节为契机，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秉持“将城市
轻轻地放在山水之间”的
理念，努力打造“水在城
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
的山水茶都、宜居信阳。

首届茶节，完成 43 项硬
件建设工程；第二届茶节，竣工
硬件建设项目134项；第三届茶节，
13项硬件建设工程如期交付使用……据
不完全统计，仅前15届茶节，信阳就完成硬件建
设工程近400项。

2017年，第25届信阳茶文化节后，信阳全面
拉开建设大幕，中心城区涵盖道路桥梁、车站广
场、体育健身、河湖治理等多个领域的30个重点
项目建设先后上马……

一座城市的发展，既要有设施投入的硬实
力，更离不开精神文明的软实力。以节会提升城
市文明形象，成了每年筹办茶节的重点工作之
一。

特别是自 2007年以来，信阳把举办茶节和
“六城联创”工作结合起来，以节促创、以节促管，

带来了一场城市大变革、文明大提升，先后荣获
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等殊荣。

今年茶节期间，信阳推出景区门票打折优
惠、免费乘坐公交等“惠民大礼包”，广泛开展“治

乱”“治脏”“治污”“治违”“治差”专项行
动，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努力营造文明、
卫生、舒适、幸福的人居环境。

信阳茶节的旺盛生命
力，还源于信阳茶文化的不
断丰富。

把信阳毛尖茶传统采
制技艺展演与信阳民歌、罗
山皮影戏、光山花鼓戏作为
展示传统文化的平台，把设
有“茶韵天香”板块的信阳博

物馆与城阳城遗址博物馆、光
山智慧文化博物馆、潢川黄国古

城陈列馆等作为展示历史文化的载
体，守望其根。

把包含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融入城市建设，对城市街道、河流、公园
等进行整体设计，植入文化特色，打上文化烙印。

开发茶乡风情、生态观光和茶体验游等茶文
化旅游线路，把信阳打造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茶
文化休闲旅游城市……

信阳，因茶而名；信阳，因人而雅；信阳，因城
而美；信阳，因茶节的连续举办，跑出了一座城市
建设的“加速度”。

图为第 26届信阳茶文化节于 4月 28日在
信阳百花会展中心开幕 刘宏冰 摄

观念一变天地宽1

山水茶都魅力添2

最美茶乡迷人眼3

以茶为媒促发展4

举办茶节的26年来，信阳城市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一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