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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传真

“孩子们两天前就开始兴奋了。”三年
级班主任王丽娟回忆说，听说要去南阳市
最好的小学“走亲戚”，孩子们争相报名，但
因为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一辆车只能坐25
个孩子，不能去的孩子都哭了。

让王丽娟印象很深的是三年级的张梦
霞，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早些年母亲离
家出走，剩下她和弟弟与爸爸相依为命。因
为女儿要出“远门”，张梦霞的爸爸前天下午
干完农活，专门骑摩托车到距离黑虎庙村25
公里的马山镇上给女儿买衣服。张梦霞下
午放学后就站在校门口左等右盼，一直等到

晚上9点多，还不见爸爸的踪影。她眼泪汪
汪，却不舍得离开。

“我劝她说娃儿，你先睡吧，我帮你等
爸爸。可倔强的张梦霞就是不听，硬是站
着等到晚上 10点多。看见摩托车微弱的
灯光由远及近时，她高兴地蹦了起来。”王
丽娟说。黑虎庙小学共有 75名学生，其中
有 36名孩子的家庭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20多个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还有 6名孩
子是孤儿。

6月22日，早晨不到5点，天还没亮，孩
子们就已经醒了。他们穿上新衣服，一丝

不苟地洗脸、梳头。五年级学生李燕也有
了特别的“用武之地”，她回想之前在妈妈
手机上看到过的发型，特意给同班的陈文
燕和张雅编了辫子，别致的发型十几分钟
后新鲜出炉，引得孩子们竞相围观。

5月 7日，本报一版刊发长篇人物通讯《大山深处播火人》，深入报道

了山村教师张玉滚扎根山区辛勤耕耘十七年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滚滚爱心涌向黑虎庙小学。6月 22日，南阳市第十五小学与

黑虎庙小学举行“手拉手”结对仪式，本报记者跟随并记录了这美好的时

刻，讲述给大家。我们期望在孩子的成长路上，这份爱心永相随——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谭亚廷

7月 2日，仲夏的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照
进大山，镇平县高丘镇菊花场小学唯一的教师
杨青粉就已经起床，开始打扫教室和校园，学校
马上要停课了，再过几天,杨青粉就要下山开始
着手下一学期课程的准备。

菊花场和黑虎庙都是行政村，两个村之间
有十几里山路，山高路险，道路曲折。菊花场作
为黑虎庙小学的下伸教学点，目前只有 3名学
生，学前班一名，一年级两名。因为孩子年龄
小，这个教学点没有取消，今年 48岁的杨青粉
仍旧坚守在这里。

1989年，从小在菊花场长大的杨青粉高中
毕业了。她出去闯荡几年，不仅长了见识，还收
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婚后，生下可爱的女儿，
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2004年夏天，杨青粉带着孩子回老家。当
时，正值秋季开学前夕，菊花场小学的老师有的
退休有的调走，老校长吴龙奇为此心焦火燎。
杨青粉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心中燃起希望：

“青粉呀，咱这山旮旯外边老师不愿意来，你有
文化、有见识，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能不能
先留下来？就当是全村父老乡亲求你了！”吴龙
奇拿着自家的柴鸡蛋和白糖亲自登门游说，善
良的杨青粉被老校长的诚意打动了，她咬了咬
牙，决定留下来。

留下容易，坚持下去却要面对很多困难。菊
花场小学都是低年级学生，杨青粉要充当老师、厨
师、保姆等多个身份。寄宿的孩子们，更是生活起
居全部落在她身上。不论春夏秋冬，她每天早上6
点半准时起床，打扫卫生，为住校的孩子们做早
饭。山里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有的半年不理一次发，时间久了头上都长
了虱子。杨青粉就利用周末，到城里学习理发手
艺，然后买了一套简单的理发工具，每个月都为孩
子们免费理发，让孩子们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2013年 12月的一个早上，天刚蒙蒙亮，山
里的寒风打在脸上好像刀割一样。杨青粉一个
人早起到学校外边担水，脚下一滑，连人带桶狠
狠地摔倒在地，半天起不来。后来还是路过的
早起进城的村民，把她搀扶起来送到村卫生
所。进行简单包扎处理后，她忍着疼痛又登上
了讲台……

不能让一名学生因贫困而失学，这是十几
年来坚守在杨青粉内心的信念。村民吴海龙家
里穷，早年和妻子离了婚，两个孩子跟着他生
活。2016年秋天，已经开学一星期了，吴海龙
迟迟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了解到吴海龙的家
庭情况后，杨青粉亲自登门，对蹲在门口闷头抽
烟的吴海龙说：“两个孩子我接去照顾，你尽管
放心出去挣钱。”这个一向沉默的七尺汉子流着
泪连连道谢，握着杨青粉的手久久不放。

山中无岁月，转眼十年就过去了。2014年
春，杨青粉和张玉滚等几名长年奉献在深山区
的教师被县里转成了公办教师。问到以后的打
算，杨青粉不假思索地说：“只要需要，哪怕只剩
下一个孩子，我仍然会坚守在这里。”7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过去一直守着金山银山过苦日子，若
不是发展乡村旅游，俺做梦都想不到自家能
开起宾馆，一年收入十来万元！”7月 1日，谈
及眼下的好光景，西峡县双龙镇化山村伏牛
山庄1号主人杜志涛笑得合不拢嘴。

5年前，杜志涛在镇上的香菇市场从事
香菇购销生意。“风里来雨里去，还得操心市
场上的风吹草动，稍有不慎货就压手里了。”
杜志涛说，2013年，村里旅游产业的兴起让
他看到了新的商机。现在，杜志涛家的宾馆
有 30个床位，能容纳 80人就餐，吃上了“旅
游饭”。如今在西峡，越来越多的农民像他
一样，沐浴旅游扶贫的春风，搭乘乡村旅游
的快车，将家门口的好山好水变为口袋里的

“真金白银”。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涵养

区，西峡县森林覆盖率达 76.8%，被誉为“天
然氧吧”“绿色心脏”。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该县相继出台《西峡县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西峡县旅游产业扶贫规划》等配
套文件，从资金、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
倾斜和扶持，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
产业链发展。

为实现由贫困山区到美丽景区的精彩
嬗变，该县高点站位、科学谋划，整合资源、

精准发力，按照“一镇一品，一村一色”的思
路，从民俗文化体验、龙头景区带动、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旅游扶贫等
方面，强力推进沿 208 国道旅游画廊、沿
312 国道农业观光长廊建设，着力打造“美
在山水、乐在休闲、福在养生、悟在文化”新
形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重要的是
要让百姓积极参与进来。”太平镇东坪村支
部书记吕振华介绍，镇里在用地、用电、用
水、税费等各方面对村民进行帮扶，路网、通
信、用水、供电、标识标志等基础设施一次性
免费配套到位，让群众无发展的后顾之忧。
路子对了，红利自然来。现如今，无论是选
择避暑度假、休闲养生、生态观光，还是准备
重温乡愁、自然探索、运动体验，每个人都能
够在西峡找到理想的旅游路线。

旅游价值的显现，同样给百姓生活带来
了切实改变。春风沉醉的清晨，走进西峡县
的村落，犹如置身清新秀丽的画卷之中：绿
树掩映下的村庄静谧闲适，依山而建的房屋
错落有致，干净整洁的道路逶迤延展，清澈
见底的山泉镶嵌其间。在乡村旅游的强大
辐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依靠好风景，
直奔好光景。数据显示，该县目前已发展农
家宾馆 1200余家，全县共打造 6个乡镇、40
多个旅游专业村，1.5万农民变成了小老板、
经纪人。7

南阳医保救助工程

惠及群众58.6万人次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6月 28日，记

者从南阳市人社局获悉，该市实施“医保救助工程”一
年来，全市 468个贫困村、44.46万农村困难群众被纳
入医保救助数据库，累计补助 58.6万人次，投入补助
资金4775万元。

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乡毛桥村的贫困户毛万辉身
患末期肾病，需要每天进行透析治疗，一年下来费用
高达 6.5万余元，经济负担沉重。为帮助像毛万辉这
样因病致贫的困难群众，南阳医保救助工程搭建“四
重报销”机制。即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和大病补充保险报销的基础上，对患有 19种慢性
病、27种重特大疾病的困难群众再次报销门诊费用和
住院医疗费用，让困难群众个人负担比例低于 10%。
毛万辉被列入医保救助对象后，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报
销 85%治疗费用，剩余部分由医保救助资金再报销
70%，算下来个人只需负担 3210元，经济负担大为减
轻。

南阳市民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南阳市县两
级财政共筹集 7448万元建立医保救助专项基金。从
2017年至今，全市294家医疗机构开通“一站式”即时
结算系统，建成融合扶贫、医保、民政等部门的医保救
助大数据，困难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就医、家门口报
销。此外，为防止脱贫群众因病返贫，这项政策将延
长至2020年。7

南召

让“最可爱”的人“最幸福”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廖涛）7月 2

日，在南召县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军歌嘹亮，绿意盎然。
每周一早上，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和老兵
代表都会在这里开展升国旗、唱国歌、练军姿活动。

南召县是革命老区县，也是兵员大县，共有退伍
军人 2万多人，且每年都有 200多名军人退伍返乡。
2017年 6月 9日，全国首家县级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在
南召成立。老兵范二民退伍后几次创业不成，看到服
务中心成立的消息后，第二天就找上门咨询。在这
里，他不但得到专家的技术指导，还顺利办理贷款，承
包30亩荒山，建起3个标准化养殖车间。老兵蔡长久
种的柿子、养的蜜蜂销路不好，服务中心帮他联系经
销商，拓宽了销路，增加了收入……一年来，服务中心
累计慰问退伍军人家庭320余人次，发展拥军企业77
家，提供就业岗位 1000余个，协调银行发放贷款 434
万元，发放优待证 2000余份，为退伍老兵办实事好事
3700多件。中心已成为全县退伍军人综合服务的办
事平台、国防教育的前沿阵地、交流倾诉的温馨家园
和就业创业的孵化基地。

除此之外，南召县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抚政策，
对持优待证的退伍军人及军属，景点免门票，免费乘
坐公交车，约定商店商品打折；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
人办理廉租房和公租房手续；为80岁以上的退伍军人
过生日；创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伍军人创业搭
建广阔平台……一系列的优抚政策正让“最可爱”的
人成为“最幸福”的人。7

宛城区

“美丽”经济助力脱贫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刘

一帆）7月3日，南阳市宛城区的大山农业科技园迎来了
一批前来采摘的游客。作为宛城区旅游扶贫基地之
一，这里带动着周边几个村庄的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近几年，宛城区围绕美丽古城重点打造“一区三
点”：宛南滨河旅游休闲度假区和宛城自驾游服务基
地、范蠡故里、刘秀故里，并依托生态、区位、文化特
色，坚持打造乡村旅游新高地，推动景区周边、有条件
乡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建设乡村旅游扶贫村、扶贫
基地，带动贫困户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2017年，宛城区设立丽都花园民族饭店等5个旅
游扶贫宾馆和大山农业科技园、卢园等 5个旅游扶贫
基地，以旅游扶贫宾馆和扶贫基地为依托，为贫困人
员提供每月 1500元到 2000元的就业岗位，同时开展
贫困人员烹饪、服务、管理等技能培训，提升贫困人员
就业能力，实现贫困户就业脱贫。同时，提升全区乡
村旅游示范园服务功能，以示范园为依托，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实行吸纳就业、入社参
股等，带动发展农家宾馆和乡村旅游饭店 38家，使乡
村旅游产业成为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抓手。7

镇平

为贫困户“定制”岗位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杨晓申）

“每天就做个营养午餐,不耽误俺干误农活，一个月给
900元，知足喽。”7月 9日上午，正在镇平县凉水泉小
学厨房帮工的贫困户杨华玲说。

去年以来，该县针对全县未就业农村贫困劳动
力，制订《镇平县转移就业脱贫行动方案》，对转移就
业任务进行年度分解，计划三年内分期分批实现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家庭中至少1人转移就业。该县通过玉
雕加工、苗木花卉种植、裁缝等各类技艺培训，使一大
批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实现了就业。杨华玲
就是参加厨师培训班后，被推荐到村小学帮厨的。

该县还积极开发保安、保洁、保绿“三保”公益性
岗位，在全县 91个贫困村实行公益性岗位开发“四个
一”，即每个贫困村开发设立一名辅警、一名保洁员，
学校设立一名保安、一名炊事员，每人每月由财政支
付工资900元以上。同时，围绕城建、环卫及易地搬迁
乡镇开发保洁、保绿、河道维护等公益性岗位1107个，
优先用于贫困群众就业，从而解决了一部分贫困户的
就业问题。7

6 月 22 日上午 9点多，南阳市十五小
的师生在大门口排成整齐的两排，迎接远
道而来的“小客人”。此时，学校的演播厅
里早已人山人海，两校的“手拉手”结对仪
式就在这里举行。

开场歌伴舞《让爱传出去》在热烈的
掌声中拉开帷幕，南阳市十五小为黑虎庙
小学的每位孩子赠送了书包和课外书，仪
式在《让世界因我而美丽》中落下帷幕。

随后，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上了
一堂班队会，黑虎庙小学的孩子们一开始
还有点胆怯和害羞，老师提问时，他们总
是低着头不敢举手。很快，在课堂气氛的
感染下，孩子们大胆地举起了手，他们流

利的回答引来阵阵掌声。五年级学生杨
硕凑在张磊老师耳旁说：“张老师，下一
次，我也要发言。”张老师笑着问：“为啥？”
杨硕水汪汪一双大眼睛闪着光：“因为，我
见过了，就不怕了。”

班队会结束后，黑虎庙小学的孩子们
到南阳市十五小的教室和功能室参观，随
后又参观了南阳科技馆。三年级学生付思
梦激动得手舞足蹈：“太神奇了！我两只眼
睛都不够使！”

既然结下亲戚，就如一家人。南阳市
十五小校长常春环向张玉滚校长发出了
邀请：“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您有啥需
要的，尽管提。”张玉滚连声道谢并希望能

在课程、教研等方面得到指导。
常春环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给

黑虎庙小学装一套信息化设备，让两校的
孩子们可以同上一堂课，优质教育资源让
孩子们共享。除此之外，我们还将选派优
秀年轻教师到黑虎庙小学支教。”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不到一
天的时间里，两所学校的孩子们早已没有
陌生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互
相留下联系方式，约定经常书信往来。

临别时，黑虎庙小学三年级学生李文
超依依不舍地说：“这里的书多、饭香，俺好
幸福！”在汽车启动的那一刻，孩子们挥手
道别，脸上的泪珠禁不住滚落下来。7

依靠好风景 直奔好光景

杨青粉
我会坚守在这里

化山村成
为当地有名的
“旅游村”

封德 摄

身边的张玉滚

黑虎庙小学的张梦霞在南阳市
十五小书法教室练起了书法

黑虎庙小学的孩子们在南阳市十五小欣
赏仿铜浮雕画 本文照片均为刁良梓摄

南阳市第十五小学和黑虎庙小学的同学们一起开心合影

新 奇

虽然距离 6 月 22 日“结对仪式”，已
过去半个多月了，但对镇平县高丘镇黑
虎庙小学的孩子们来说，那一天已经成
为心中一段难忘而永恒的回忆。

7 月 8 日是星期天，早晨还不到 6
点，学校虽然不上课，但黑虎庙小学三
年级的张汉柯像往常一样，已经起床洗
刷完毕，他手捧一本《唐诗三百首》开始
大声朗诵。

“走出大山，才知道跟城里小伙伴差

距这么多，俺要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
这书就是南阳市的同学和老师送给我们
的。”梦想已经在小汉柯心中扎根。

“对于城里孩子来说，优越的条件早
已司空见惯，但对于从没有‘出过山’的
山里孩子来说，走出大山的机会异常珍
贵。”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讲得真切，

“孩子们回来以后，我们让孩子们用文
字记录下来这宝贵的一天，同时写下自
己的梦想，并鼓励孩子们为之而努力。”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黑虎庙小学的同学聚精会神观看演出

西峡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由贫困山区到美丽景区的精彩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