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种菜，一天能挣六七十块钱，
还不耽误自家田地里的活。”6月 10日，楼
畈村贫困户万代平正在“亲子菜园”里忙着
锄草。

十年前，万代平的丈夫因病去世，她靠
着十几亩茶园和帮人打零工勉强支撑两个
孩子上学，生活过得非常艰难。

两年前，浉河区教育局结对帮扶楼畈
村，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共建“亲子
菜园”的扶贫协议，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式
农业，一期流转100多亩土地建设700余块
标准化菜地出租，直接带动周边 56户贫困
户 136人增收，直接参与务工的 20户贫困
户每月增收 2000余元，不仅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更带动全村种植蔬菜的旺销。

董家河镇河口村77岁的五保户徐世德，
右眼失明，因病致贫，生活难以为继。村里

通过申请国家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帮他翻修
了新房，十里岗林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还与
他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每年无偿资助他

1000 元钱，逢年过节为他送去米面、食用
油等生活必需品，让他晚年生活无忧。

与徐世德一样，董家河镇河口、车云
山、三角山、清塘、楼房等 10个村有 483户
1040 名贫困村民与十里岗林产品公司结
成了帮扶对子。

作为河南省农业、林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十里岗林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取

“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流转了
山林和土地近5万亩种植油茶和油牡丹，成
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领头羊。

浉河区坚持以产业扶贫为引领，持续
扶持发展优势茶产业、新型种养业，通过龙
头企业的带动示范作用，推动“多彩田园”
示范工程建设，全区建成“多彩田园”示范
工程 76个，带动 2067户贫困户 5300余人
增收，实现了49个贫困村全覆盖。

地肥了，林绿了，产业扶贫走对了

浉河区教育局结对共建的“小小亲子
菜园”助农增收效果好

4月 21日，首届“荣业杯”信阳国际山
地徒步大会，在吴家店镇擒龙山村七龙山
万象生态基地举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多名徒步运动爱好者参加，奥运冠军
王镇、陈定也前来助阵加油。

这里由七座高山相连，内有多个天然
湖泊，山水萦绕群山环绕，茶林密集，是发
展无公害、原生态绿色产业的绝佳之地。
其中 5000多亩老茶场历史悠久，出产茶叶
品质出众，多为外人称道。

2017年年底，信阳荣业集团在这里流
转土地1.2万亩，陆续投入3亿余元，修建乡
村循环道路 30余公里，兴建水库、大坝 16
处，改造茶园、林地近万亩，引种名贵花木
20余万株，逐步建起了包括茶叶、油茶、林
下经济、特色农副产品、旅游观光和休闲养
老六大产业为主的七龙山生态大公园。

荣业集团还与石板村、河头村、杨河
村、擒龙山村、叶庙村、毛寨村等贫困村的
310户 769名贫困人口签订扶贫协议，为贫

困户提供每月不低于 2000元工资的就业
岗位，无偿资助每个贫困户每年不低于
10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每位贫困户大学
生每年 2000 元—4000 元的助学金，成为
茶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

今年年初，《浉河区环南湾湖路集中综
合整治方案》出台。2月 12日，“百里茶廊”
升级改造正式启动，按照“茶区变景区、茶

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的茶旅一体化发展
思路，以“十大茶坊”为代表的茶旅融合观
光示范点被擦亮，以睡仙桥茶博物馆、茶文
化馆为代表的茶文化展示窗口，以点带面，
将董家河、浉河港、谭家河、十三里桥4个乡
镇的 60多个村，完美融入“茶文化生态公
园”绿色产业带，一条美丽的茶旅融合观光
廊道在环湖路精彩呈现。

4月 20日，升级改造后的“百里茶廊”
亮相迎宾，环南湾湖茶文化特色旅游线路
受到前来参加第26届信阳茶文化节的众多
游客追捧。4月 28日至 5月 1日，短短 4天
时间，环南湾湖茶文化特色旅游线路累计
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

据悉，在打造“百里茶廊”观光带的基
础上，信阳毛尖特色小镇、国家“信阳毛尖”
生态主题公园等项目蓝图正被描绘。可以
想见，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茶旅融合
示范区建设中，茶乡脱贫致富的幸福歌谣，
会越唱越嘹亮。6

信阳茶文化节上茶乡唱起幸福歌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明）6 月 3日，固始县武庙集镇余楼村上演
感人一幕：鞭炮声中，流落在当地生活的外
地妇女吴家华，终于见到了 38年未曾谋面的
亲人——与刚从千里之外的四川省中江县赶
来的弟弟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流不止。

“若不是夏义一年多的艰辛寻找，我这辈
子恐怕都见不到家乡亲人了。”与弟弟团圆后，
吴家华流着泪说。

她口中的夏义是固始县文联摄影家协会
主席、驻余楼村扶贫工作队员。

脱贫攻坚中，即将退休的夏义主动请缨参
加了扶贫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中，他发现村民
钱光国的妻子吴家华既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
证，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吴家华年少时在老
家四川与家人失散，后来从外地辗转流落到固
始，经人介绍与村民钱光国组成家庭共同生
活，多年来吴家华一直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夏义决定帮助吴家华寻亲。可是吴家华
没上过多少学，离家时又只有13岁，如今只记
得老家村组名和父母家人的名字。仅凭着有
限的线索，夏义开始了帮吴家华艰难寻亲之
路。

他通过广泛发动成都的朋友，四处比对信
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确
定吴家华老家在四川省中江县。随后，夏义与
中江县广播电视台取得联系，在媒体的帮助
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吴家华的家人。

“夏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姐找到了，当时
我和我爸都激动地哭了。转眼都快四十年了
啊！”吴家凯拿出一面绣有“人民好公仆 群众
贴心人”的锦旗，用地道的四川话激动地说，

“这是临行前我爸专门让人制作的锦旗，让我
一定要交到夏老师手中。他是我们家的大恩
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姐弟团聚的这一
天！”6

固始县

扶贫干部相助 离散亲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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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经济开发区工、青、妇和民政部门联手在王香铺
小学建成“基层儿童之家”，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舒适的
文体环境。图为 6月 8日，困难职工子女和留守儿童获
赠书包、画笔等礼物 6 吴木 赵坤 摄

淮滨县

养殖狮头鹅 产业上规模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
讯员 韩浩 李鹏）6月 5日，淮滨县栏杆
街道办事处东乡村一片树林下，一群群
狮头鹅昂首挺立，时而引吭高歌，时而追
逐嬉戏。

“原产于广东的狮头鹅是我国唯一
的大型鹅种。”东乡村养鹅能手——独臂
残疾人郭西亮一边给鹅喂着草料，一边
如数家珍地介绍，“鹅全身上下都是宝，

市场旺销着呢。前几天我卖了 2000多
只，赚了 8万多元。政府每只鹅还补贴
10元，我今年已经有 10多万元收入了，
是政府把我带上了脱贫致富路。”

淮滨县在实施产业扶贫“多彩田园”
示范工程中，将狮头鹅特色产业作为全
县“5大类 11小项”重点产业之一，采取

“总社+分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为
贫困户提供统一供苗、统一防疫、统一培
训、统一指导、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
保底价回收等全程贴心服务，还对养殖
狮头鹅超过100只的贫困户实施奖补政
策，有效拉动了产业上规模。

至今，狮头鹅产业已成为该县脱贫
致富的主导产业。全县已建有2个大型
孵化基地，培育养殖大户近 40家，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 120户 506人就业，养
鹅达10万余，年产值近1500万元。6

孩子别哭，
我们都在爱着你！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王代琴现在还不能相信，在商城县观庙高中当老师
的丈夫李永锋，人生定格在了38岁。

李永锋是陕西咸阳乾县人，2005年从咸阳师院毕业
后，志愿来到大别山老区任教。他扎根三尺讲台，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多次荣获各种教学
科研奖项，更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子。今年 4月 25日，
担任高三班主任的他，却因劳累过度，猝死在坚守了 13
年的讲台上。

一个多月来终日以泪洗面的王代琴没有想到，6月
12日那天，家里来了一帮特殊的“客人”。

“客人”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他们给王代琴
带来了爱心善款，还有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文具、玩具以
及漂亮的新衣服。

“流血牺牲是英雄，无私奉献也是英雄。”商城县志愿
者协会会长余善伟动情地说，“李永锋远离故乡亲人，把
一腔热血挥洒在老区热土，把一颗爱心奉献给一批批学
生。我们绝不能让英雄空留遗憾，更不能让英雄子女失
去父爱。”

当天，余善伟同另外3位爱心人士一起，向王代琴签
下了“资助承诺书”，将她年仅8岁的女儿、不满3岁的儿子
列为第59、60位“爱心资助人”，为他们每人每月提供400
元生活费。“彩衣姑姑”杨淑娟、“书香阿姨”杨丽、“牛奶叔
叔”张云逸则分别承诺为他们提供每人每年春夏秋冬 4
套衣服、每人每学期的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以及每人每
天1包牛奶，直至两个孩子成长到18周岁。

“孩子别哭！虽然爸爸走了，但我们都爱着你。”拥抱
着刚刚失去爸爸的 8岁小姑娘，90后爱心志愿者杨淑娟
说。6

我们是“爱心一家人”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帆

罗山县周党镇田河小学三年级的李三秋，最近有了
一件“心事”，她一直掰着指头，盼望着城里的“爱心妈妈”
来看她。

6月13日，当信阳供电公司职工王冬曼带着书籍和礼
物出现在她面前时，李三秋终于抑制不住高兴地跳了起
来。她的“爱心妈妈”已经是第四次来学校看望她了。

李三秋正快乐地拉着“爱心妈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时，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身边。“小秋，来认识一
下你的‘爱心爸爸’，他可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特别礼物
哟。从此，我们就是‘爱心一家人’了。”王冬曼微笑着给
小三秋介绍她的同事黄俊。

在信阳供电公司为田河小学援建的“十分有爱”童书
馆里，与李三秋一样，其他7位特困生的“爱心妈妈”，都为
他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爱心爸爸”。至此，田河小
学137位留守儿童中的8位特困生，都在与国家电网公司
四级客服中心结对共建中组成了“爱心家庭”。

童书馆洋溢着浓浓的爱意，爱心爸爸妈妈们手拉少
先队队旗，和孩子们一起合唱队歌，整齐悦耳的歌声在校
园内飘荡。

绿茵茵的操场上，孩子们和他们的“爱心爸妈”们，在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做游戏，踩气球、抢凳子、猜词语，
玩得不亦乐乎，整个操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关爱留守儿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信阳供电公
司女工主任余红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在援建童书馆、
装修学校食堂的基础上，加大帮扶力度，根据学校需要硬
化校园场地、改建学生操场，为学生们提供更加舒适优美
的生活学习环境。6

近日，信阳爱心志愿者们带着30位平桥区龙井乡洪
山村小学的留守儿童代表，先后来到信阳工行百花园支
行营业网点、博物馆、图书馆、鄂皖纪念馆和龙都海洋馆，
了解金融知识和海洋科普知识，接受红色教育，感受社会
大家庭的关爱。图为工商银行信阳分行工作人员向留守
儿童赠送礼物 6 花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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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乡飞出“幸福歌”
——来自信阳市浉河区脱贫攻坚前线的报告

南湾湖畔，山水相映，蓝天白

云飘，茶乡如画卷。一幢幢白墙黛

瓦，掩映在绿树鲜花丛中。环湖而

行，多彩田园绘锦绣，美丽乡村茶

歌甜。

这里是信阳毛尖核心产区——

信阳市浉河区。一个个扶贫干部，

正不分昼夜奔走在乡野山间，与全

区干部群众一起，唱响了一曲新时

代的脱贫致富之歌。

作为非贫困县，2015 年年底

浉河区依然有贫困村 49个，贫困

户 4652 户，贫困人口 1.65 万人。

与其他贫困县区相比，上级在扶贫

项目和扶贫资金支持力度上都相

对较小，但经过全区上下近两年的

不懈努力，25个贫困村已经率先

脱贫摘帽。截至 2017年年底，仍

有 4110 户 8339 人（含鸡公山管

理区）的贫困群众，脱贫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子耀

董家河镇楼畈村，该村大部分水泥路
都是几十年前修的，坑坑洼洼，外人罕至。
家家户户供电不稳，采茶季炒茶机转不动，
蒸米饭电饭锅煮不熟……村委会年年征集
村民意见，不是要求修路，就是要求改电。

2014年，在西藏创业多年的张玉宏回家
过年，几十位村民找到家里来，恳求他能够留
下来带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当过
30多年村干部的老父亲也教导他，不能只顾一
个人过好日子，要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才行。

最终，张玉宏留了下来，并在楼畈村“两
委”换届上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脱贫

攻坚开始后，经过重新改选的村支部村委会
在张玉宏的带领下，多方筹资、争取项目，不
到两年将全村 38段 29.5 公里道路全部修
通，实现“组组通”，90%的村民实现“户户
通”。

楼畈村交通的改善，只不过是浉河区推
进交通脱贫的缩影。近年来，浉河区将贫困
村和非贫困村的道路建设全部纳入交通脱
贫攻坚项目库，完成新修县乡公路 1条，通
村公路 64 条 108 余公里，改造危桥 13 座
242延米，完成9个贫困村25公里的整村推
进项目。

作为信阳茶园最多的产茶县区，浉河
区一直把实施“村村通动力电工程”作为解
决茶乡电力不足的重要抓手。在市、区电
力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已完成 25个贫困村
的电网改造建设任务。仅楼畈村就新增变
压器 7台，新架设供电线路 7条，并因此率
先成为董家河镇第一个家家户户都能用上
三相电的村。

采茶季节，驾车畅游，平坦的水泥路可
以带我们通达任意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看
茶机飞转，尝茶乡美食，赏茶乡美景，并带
回产自深山的上等信阳毛尖。

路通了，电足了，茶乡群众有福了

山青了，水净了，魅力茶乡腾飞了

近年来，浉河区
完成通村公路
64条108余公
里，改造危桥13
座242延米，完
成 9 个贫困村
25公里的整村
推进项目。

浉河区建成“多
彩田园”示范工
程 76 个，带动
2067户贫困户
5300 余 人 增
收，实现了 49
个贫困村全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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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

“百里茶廊”受到
众多游客追捧。
4 月 28 日至 5
月 1日，短短 4
天时间，环南湾
湖茶文化特色旅
游线路累计接待
游客超过15万
人次。

1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