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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
冰 通讯员 杨绪伟）日前，商城县上
榜第十四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主题
活动——文化成就旅游品牌高峰论
坛暨优质文旅项目推介会发布的

“2018中国最美县域榜”，河南共有
商城、南召、栾川、西峡、辉县、淮阳、
灵宝等7县市一同上榜。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是一个不
受任何商业因素影响的公益榜单。
旨在贯彻建设“美丽中国”理念，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和实施旅游精准扶贫，
通过“发掘美、传播美、享受美”，成就
全域旅游品牌，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评价的核心标准是“丰富的旅游资

源”和“很好的生态环境”。
商城县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和

厚重的红色文化，坚持生态立县、旅
游兴县战略，通过“红”“绿”融合、农
旅融合，持续打造“全域大公园”，助
力乡村振兴，已建成国家4A级景区
3家、3A级景区 2家，曾获得国家级
生态示范县、美丽中国·全国创新示
范县、中国最美丽县、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十佳最美乡
村旅游目的地、中国十佳宜居县、中
国深呼吸小城、中国长寿之乡等众多
殊荣，引来游客如潮。2017年，该县
接待游客 465 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27.8亿元。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晏乾坤 蔡丽

白天干部下村，群众地里
干活；晚上干部回乡，群众收
工回家。基层工作出现“时
间错位”，干部上门常吃“闭
门羹”。这事该咋办？

5月16日，夜色降临，
卜塔集镇高湾村王店组村
中心空地上亮起一盏灯。
灯下，两张桌子，几张凳
子。驻村第一书记汪伟拿
着简易话筒一吆喝，村民们
搬着小凳，打着蒲扇，三三两两
聚集过来，围坐在灯下。

“乡亲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
问题，尽快说。”等乡亲们都坐好，汪
伟开了腔。

“路通、水通、电改，学校教学楼
建了，文化广场修了，扶贫政策给俺
们带来的实惠确实多。”村民张光柱
站起来放了“第一炮”，“俺们村种花
木几十年了，可是这几年花木销售不
景气，书记有啥办法没？”

“大家伙儿说说为啥不好销？”汪
伟把问题抛回去了。

“多少年了，还是种那老几样！”
“家家各种各的，品种规格都不

一样，客商要多了没货！”
…………

“跟着龙头企业，瞄准市场需求，
调整花木品种。”汪伟总结，“还要走
开多元化路子，种植林下生姜，镇里
和驻村工作队正在谋划。”

夜渐深，谈兴浓。贫困户看病五
道防线、先住院后付费，孩子上学可
以享受哪些教育扶贫政策……台上
第一书记和乡镇各站所负责人讲得
认真，下面群众听得入神。

村民高志荣告诉记者，前几天村

民在夜谈时反映因为冰箱、空调、洗
衣机等电器普及，村民用电需求大
增，导致电压偏低，村里原来的变压
器已不能满足村民用电需求。没
想到第二天县里电力部门就派
人进村来实地研究整改措施，
目前正在紧张施工。“眼瞅着
夏天来了，今年‘清凉度夏’有
望了。”

今年5月以来，潢川县根
据群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特点，变“群众上访”为“干
部下访”，在全县范围内掀起

“昼访夜谈”活动，组织乡村干部
和帮扶责任人白天走村串户田间

谈，夜晚到村入组集体谈，让群众话
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难有人帮、
问题有人管。

乡镇党员干部还通过“昼访夜谈”，
摸清贫困群众生活状况，了解乡村集
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为精准扶贫
找准路子，成为乡村振兴“助推器”。

干部沉下去与群众交朋友、话家
常，群众打开心结提意见、讲困难，把
不敢说、不好说、不愿说的话说出来，
干部工作务实了，群众困难破解了，
基层工作好做了。

仅卜塔集镇，参加“昼访夜谈”的
群众人数已达 2000余人次，共收到
需要专项整改的意见建议 20多条，
均已责任到人，限期整改。7

平桥区平昌关镇翟寨安置点属于就
近后靠安置。移民新村面朝即将建成的
碧波万顷的出山店水库，新建成的环湖
景观大道穿村而过，区位、环境、交通等
各方面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从建设之初，市、区两级和平昌关镇
就把这里作为景点式新型农村社区加以
打造，占地360余亩的移民新村，规划绿
化用地近50亩，9座栽植不同品种的绿
化林已经满树葱郁，分布于社区各个区
域，让群众仿佛置身于花园之中。社区
文化广场、大型现代灯光球场、原生态景
观池塘等也正在加紧建设。

5月 12日正午，一放下饭碗，翟寨
村委会主任卢友林就骑上摩托车往移民
新社区赶。骄阳似火，他放心不下刚刚
栽下的“百果园”。

社区中心十余亩的空地上，今年刚
刚栽下的近千棵桃树、梨树、李子树、樱
桃树、桂花树已经发出新枝，几位上了年

纪的老人正忙着整理地上的水管，正往
这片林子里灌水。

“过了这个夏天，这些树才算真的
成活了。”卢友林高兴地说，“今后就指
望着它们招引游客，帮助群众增收致
富呢。毫不夸张地说，这社区里的每
一棵树，都寄托着群众安居乐业的希
望。”

记者在多个移民安置点看到，每个
移民新村绿化地带主要包含庭院、门前
屋后、屋山头、主干道两侧、公共绿地、
广场及礼堂等六类地块。在宏观设计
上强调突出中心及周边防护绿带建设，
其他地块各有侧重，自成特色，形成点、
线、面结合的有机绿地系统和高低
错落的立体绿化体系，风格和建筑
形式和谐。主干道两侧，则多是落
叶大乔木，法桐、栾树等，休
闲小广场大树环绕，
灌木和露地

花卉、草坪锦绣铺陈。村前或村后池塘
清浅，岸边杨柳婆娑，与幢幢典雅新居
倒映在水面，令人陶醉。家家户户庭院
中栽植的桂花已经发出新枝，房前屋后
翠竹斜依，墙壁上爬墙虎慢慢蔓延开
来，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据出山店水库移民局统计，12
个移民安置点建设中，用于绿化的经
费已经超过 1300 万元，打造花园式
移民新村，给为国家重大水利建设作
出牺牲奉献的移民群众建设一个美丽
的家，正成为各级移民工作的共同追
求。7

商城县

上榜“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秦怡欣 朱丝语）“一次种，两
次收，割了一茬再长一茬，再生稻米
口感还好，今年我又种了300多亩。”
5月22日，正在种植再生稻的淮滨县
王店乡吴楼村种粮大户王保山兴奋
地说。

王保山培育、种植优质水稻已经
有十几年，自己建有 100 多亩育秧
场。尝到种植再生稻甜头的他，再次
扩大了种植规模。

“第二茬再生稻的市场价格可以
卖到普通稻的近三倍。”据王店乡驻

吴楼村责任组长吴强介绍，再生稻栽
培只需一次播种、育秧和插秧，却能
收割两茬稻米，第二茬再生稻米生长
期只有60多天，每亩却能再收获600
多斤优质稻谷，省种、省工、省肥、省
水、省药，成本低，两茬稻米亩产近
2000斤，粮食产量、节本增效、稻米
品质优势明显。

为了扩大再生稻种植面积，市县
农业部门均出台鼓励政策，给予种植
补贴，引导和鼓励农民种植再生稻。
如今，再生稻种植已在淮滨县多个乡
镇推广。7

淮滨

再生稻开启致富门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
讯员 唐媛媛）“老吴，快点走，拿上积分
卡，咱一起去爱心超市兑换东西去。”5
月 22日，一吃过早饭，信阳市平桥区邢
集镇尖山村的贫困户汪再海，就大声招
呼着邻居吴常贵一起去爱心超市。

汪再海口中的“爱心超市”与众不
同。这个超市不仅不对外销售，而且来这
里“购物”必须是持有“爱心积分卡”的本
村村民。不然，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尖山村爱心超市不大，只有20多平
方米，商品却琳琅满目，摆放得井然有
序。几位村民正在货架前精心挑选着自
己需要的物品。与普通超市不同的是，
这里每件商品对应的标签上标注的不是
商品价格，而是兑换所需的积分分值。

正在超市里忙活的志愿服务者马晓
宇说：“尖山村‘两委’为每户村民发放

‘爱心积分卡’，每月给予贫困户和非贫
困户不同的基础分值，村民通过参加扶
贫知识竞赛、庭院卫生评比、集体劳动等
活动获得积分，在每周的爱心超市兑换
日时，村民用积分兑换所需商品。”

据邢集镇党委书记肖同庆介绍，“爱
心超市”是今年平桥区坚持“扶贫先扶
志”理念，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用劳动
换取积分，用积分兑换商品，以激励他们
的脱贫内生动力。尖山村作为全区试点
村，“爱心超市”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已累计
收到捐款捐物5万余元。7

平桥区

“爱心超市”
助脱贫

碧水盈山前 绿树满新村
——信阳出山店水库移民新村绿化建设纪事

潢川干部入村户
“昼访夜谈”话民生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解昆

春夏之交，俯瞰淮畔，出山店

水库明眸初开，与南湾湖顾盼生

辉。12个移民新村依湖而建，被悠

长的环湖路串成珠链，光彩夺目。

一幢幢豫南风情浓郁的移民

安置新房，排成排，连成片，形成

园；一棵棵添彩增绿的大树栽下

去，发新芽，长新枝；一张张忐忑不

安的脸庞，搬进新村、住进新房后，

慢慢变得安详、开朗。

“乡愁安处是故乡。”出山店水

库移民局负责人坦言，“为移民群

众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美丽的新

家园，各级移民机构和广大移民干

部一直在努力。”

为一棵树修改移民新村规划，留出一栋
房屋的空地将树圈起，将一条原本笔直的社
区道路围着这棵树再绕一个大弯，这种事想
来并不多见。

“这棵树比我的年龄都要大，村里人都
叫她‘婆婆树’。”5月22日，浉河区游河乡三
官村刘湾组 69岁的老人李副道，正和一群
从出山店水库规划淹没区搬迁来的新邻居
们，团团围坐在大树绿荫下，讲述着这棵树
的神奇，“你看，你看，就在那个枝杈下面，大
树面目清晰，慈眉善目，像极了慈祥的老婆
婆。以往谁家孩子起疹子了，摘些嫩叶回去
捣碎，敷上几天就好了，灵着呢。”老人举着
手里长长的锄头把，远远地指点着让大伙儿

在高大的树干中慢慢找寻。
老人嘴里的这棵“婆婆树”，实际上是一

棵朴树，原本长在他家院内已经 100 多年
了。出山店移民搬迁，这里规划成了移民安
置点，要建能够容纳上千户的移民新村。拆
除他家老房子时，有人出到1.5万元想买下
这棵树，老人说啥也不同意。

情况反馈上去，引起了各级移民部门的
高度重视，最终确定了原址保护这棵树的方
案。举一反三，市指挥部还专门研究下发了
《关于做好出山店水库淹没区大树名木移植
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移民、林业、园林等
部门和各乡镇要采取得力措施，有组织地开
展移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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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清淮村全部位于规范淹没区
内，34个村组需要全部搬迁，并最终选
择在紧邻明港镇政府的吴堂村，建起了
能够容纳该村全部1300多户移民的安
置区。

今年春天，移民杜大国搬进新家后，
实在丢舍不下老家房前屋后已经长了十
几二十几年的7棵银杏树。一筹莫展之
际，他找到了村支书李传斌。

“单独拿出一片地栽植‘乡愁林’，把
移民群众从老宅移植过来的树木栽在一
起，挂上铭牌。”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经
上级同意，平桥区移民建设指挥部会同
明港镇移民建设办和清淮村“两委”班子
很快有了办法。

杜大国家的 7棵银杏树，除了两棵

栽在自家新居门前外，其余5棵全部栽
进了“乡愁林”。

“我们在这个移民新社区的公共区
域规划了十余处‘乡愁林’，按照木瓜、桃
树、桂花、银杏、枫杨等移植过来的主要
树种，还有许多热心移民捐赠的树木，准
备分片打造纪念林，为子孙后代留下永
恒的记忆。”5月 10日，在吴堂安置点，
清淮村支部书记李传斌介绍。

据介绍，已经建成的12个移民集中
安置点，多数在移民新村中划出了专门
地块建设“乡愁林”。

“移民工作绝不是简单的把群众从
A迁到B。”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饱含深
情说道：“他们为国家水利建设大局作出
了牺牲，我们怎么能不照顾他们的乡愁

情结，不多为他们留下念想和回忆呢？”
对于保护乡土树种，胡亚才多次在

会上提出明确，而且每次到移民安置点
建设现场，他都会查看安置点里每一棵
新栽的“移民树”，反复叮咛，“务必要养
护成活。每一棵树，都是鲜活的生命，都
承载着移民的乡愁。务必要尊重这种情
感和记忆。”

为了突出乡土特色，尊重群众乡土情
结，浉河、平桥两区各移民安置点绿化中，
坚持尽量选择易成活、好管理的本地树
种、花卉和草种，栽植楝树、乌桕、合欢、
皂荚、香椿、枸树、木瓜、招架、刺槐、旱柳、
桑葚和各种本地果树，以及月季、波斯菊，
大丽花、美人蕉等花卉和狗牙根、结缕草、
麦冬等生命旺盛、管理粗放的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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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树”下传佳话

潢川县昼访夜谈暖民心

种下种下““乡愁乡愁””安新家安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