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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信阳

A 孩子们搬进新校园

“你看，等水库的水上来以后，这里
村前碧波万顷，村后绿树掩映，美丽的
环湖路穿村而过，真是村在园中，家在
景中，人在画中，乐在其中呢。”正在翟
寨安置点忙着指导移民新村配套工程
建设的平昌关镇党委委员刘建说。

种了一辈子田地的刘群善对土地
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他除了流转几十
亩田地之外，还把别人不种的摞荒地都
种上了庄稼，一共种了 200多亩，一家
四口忙不过来，他利用政府农机补贴的
好政策，买了一台旋耕机，农忙时经常
都要雇上几十人。

“去年年景不好，粮食价格低，只
挣了五六万元。今年是个丰收年，净
挣十万元没有问题。”黑瘦精干的老刘
自信地说。

与老刘相比，祝开银老两口则
要享福得多。儿子成家后，小两口

在外很争气，在郑州开了一家
化工产品商店，生意特别好。

孩子非要接他们去城
里住，可他们不愿离开

这山清水秀的新家
园。儿子只好每
个月都给他们寄
钱，一再叮嘱他
们多注意身体少
干点儿活。可闲
不住的老祝，还

是时不时偷偷跑到工地上去打临工。
住在老祝对面的张永生夫妇，在

乡亲们眼中是对精明人。去年 12月，
翟寨安置区刚建好，他们第一个签了
搬迁协议，搬到移民新村开了家百货
超市。他在外面跑运输，媳妇看着超
市顺带着照顾在村小上学的小女儿。
长大成人的儿子，被村干部介绍到信
阳一家酒店当厨师，一个月工资三四
千元。

“再过一个月，儿子要结婚了，我
请你们都来喝喜酒。”临别时，张永生
热情诚恳地邀请着大家。

“不瞒你说，这移民新村里啊，喜事
天天有。”出山店水库移民局办公室主
任阮斌告诉记者，为了留住移民生活的
精彩瞬间，他们和媒体合作开展了“出
山店记忆”大型纪实采访活动，聘请专
业摄影师为移民摄影摄像，“他们只需
要提前打个电话就行了，上门服务，完
全免费。”阮斌笑着说。

沿着美丽的环湖路一路走来，忽然
觉得，这12个移民的安居之所，不知不
觉间已经变成了移民的新家园，在为
移民带来幸福美好生活之时，也谱写
着信阳跨越发展的光彩乐章。9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绪伟）金秋时
节，商城县鄢岗镇尹岗村的田野里稻浪翻滚，稻田边的虾沟里
小龙虾个个肥壮，种养大户胡其奎高兴地合不拢嘴：“一季水
稻加两茬龙虾，今年种了500多亩虾稻田，收入破百万元没有
问题。”

商城县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源丰富，是重要的水稻产
区。近年来，该县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先在懂
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当中推广“稻虾共作”新型农业生产
模式，胡其奎是较早尝试稻田养虾的人。

被胡其奎请来务工的贫困户李延学也是受益人之一。他
家有病人需要照顾，没法外出务工，在这里做工，一天也能挣
一百多元，脱贫算是有了依靠。

如今，全县稻田面积已达 1.5 万亩，带动 283 户贫困户
600多人增收。为了有效解决“稻虾共作”遍地开花后销售难
的问题，当地政府还和网络营销公司合作，推广“电商+合作
社+贫困户”的销售模式。

据该县农业局总农艺师胡敬东介绍，下一步该县将推进
标准化生态种养，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造商城县稻虾品牌，到
2020年将全县“稻虾共作”面积扩大到 10万亩，带动更多的
农民脱贫致富。9

“全国最美教师”
李芳塑像落成揭幕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黄文卫）贤山高
耸塑丰碑，浉水低吟唱英雄。9月 8日，在“全国最美教师”李
芳母校——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原信阳师范学校），“桃李芳华
园”落成暨英雄校友李芳塑像揭幕仪式举行。来自省教育厅
和信阳市的有关领导，李芳老师的家属、同学、同事、生前好
友，信阳市师生代表等1000余人共同见证英雄塑像揭幕。

今年6月 11日，李芳为保护学生英勇牺牲。教育部和我
省分别追授李芳老师为“全国优秀教师”“河南省优秀教师”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三八红
旗手”等荣誉称号，并在全国教育系统和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
向李芳同志学习活动。9月，李芳先后获评2018“河南最美教
师”特别奖、“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当天，在李芳母校学生合唱队《为人师表，大爱无疆》的深
情歌声中，随着红绸徐徐落下，“桃李芳华”塑像呈现在人们面
前：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李芳老师闲适而坐，身边怀抱书本
的女生幸福地依偎着她，两个憨态可掬的男孩向李芳老师投
出求索知识的目光。

李芳英雄塑像的创作者、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信
阳籍艺术家武定宇深情地介绍，塑像选取了人民教师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平凡瞬间，作品的构图呈现“山”字形，致敬了
李芳老师高山仰止、永垂不朽的高尚精神。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吴正先表示，建造李芳英
雄塑像，是为了纪念和追思优秀校友，激励全校师生永远向李
芳学习，“桃李芳华园”将成为师德师风教育的永久基地。9

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姜新福）9月 11
日，信阳召开境内新建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对接会，全面推进
淮滨至内乡高速公路豫皖省界段、大别山旅游扶贫高速公
路明港至鸡公山段、大别山旅游扶贫高速公路鸡公山至商
城段、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固始至商城段、安阳至罗山
高速公路罗山至豫鄂省界段、信阳至湖北随州高速公路信
阳段等 6条新建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全长约350公里，估算总
投资434亿元。

为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信阳按照“全面启动、领导包
干、统筹协调、压茬推进”的原则，制订印发了《信阳市高速公
路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方案》，成立了领导组织，明确了责任分
工，制定了时间节点，努力抢抓机遇，打通高速公路断头路，助
力脱贫攻坚，促进信阳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发展。

据悉，“十三五”期间，息县至邢集高速已全面开工建设，
上蔡至罗山高速和许昌至信阳两条高速正在完善用地手续，
预计年内可以开工建设。9

信阳全面推进
6条高速公路前期工作

商城县

养虾有“稻”扶贫有方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明 丁昌铭

村头建车间，产业助脱贫。精准扶贫
中，固始县将“扶贫车间”建在贫困人口集
中的地方，使扶贫产业在村头院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面对这么难啃的硬骨头，输血式扶贫只
能治标，唯有抓好产业扶贫，坚持造血式扶
贫，才能拔掉‘穷根’，帮助群众走上脱贫致富
路。”9月10日，徐集乡乡长胡伟告诉记者。

车间建村头 顾家挣钱两不误

固始县徐集乡总人口5.7万余人，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2424户 6249人，致贫原因
复杂。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县里决定顺应当
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内迁的趋势，利用
村集体闲置厂房、校舍、空置地等资源，鼓
励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办扶贫车间，
吸纳贫困户就近就业，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益。

9月11日一大早，送走上学的孩子，花集

村贫困户刘加琴就来到离家300米外村部门
口的成友再生资源公司的“扶贫车间”里开始
工作。该公司由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李德友返
乡创建，这里的车间达1900平方米。

刘加琴的丈夫前些年因车祸去世，留
下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全家靠她一个人
种田维持生计，日子十分艰难。

“我们公司的总部设在江苏，受地方政
府邀请，回乡设立‘扶贫车间’支持家乡脱贫
攻坚，主要从事尼龙产品的回收利用及精细
加工，工序简单，村民经过简单培训后就可
上岗，每月工资1500元至2000元。这个车
间共安置67人就业，其中30人是贫困户。”
李德友表示，村民可以选择来车间干活，也
可以将原材料拿回家去做，车间会定期上门
回购并补充原材料，货款当面结清。

返乡报桑梓 愿领乡邻奔小康

54 岁的丁昌良是徐集乡堰沟村人，
1999年携家带口去了苏州闯荡，先在服装
厂打零工，后来做布头分拣，期间学会了一
整套布头加工造粒的技术，自己在外开了
一家布头造粒厂。

2017年冬，徐集乡党委书记许松登门
拜访，最终成功说服他返乡投资建设扶贫
车间，助力脱贫攻坚。

“说心里话，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很
多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每次回家乡心里
都很不是滋味。”丁昌良坦言回乡创业的主
要原因。

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支持下，从规划到
建成投产，他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在堰沟
村建成了一座占地 800平方米，拥有边角
料分拣中心、注塑颗粒加工中心、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等一整套设备的布头造粒“扶贫
车间”，吸纳40多名贫困乡亲前来就业。

目前，固始县仅徐集乡就已在花集、八
庙、堰沟等10个村建立起 13个扶贫车间，
吸纳400多人就业。该乡正在建设的 300
余亩“凤还巢创业扶贫基地”，已与 650户
贫困户签订了“带贫协议”，可使贫困户家
庭年均增收万元以上。

政府给奖补 小车间助力大扶贫

刘加琴在扶贫车间的主要工作是负责
拣选布头，难度不高，强度不大，每天可以

挣到四五十元，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还不耽
误照顾孩子。因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年
终她还可以享受政府“以奖代补”政策的补
贴，相当于打一份工领两份钱，她很满意。

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回乡创业，带贫
助贫，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依靠勤劳双
手脱贫致富，固始县制定出台了“以奖代
补”奖励措施，分别对“扶贫车间”和贫困户
给予奖励。

根据规定，“扶贫车间”吸纳贫困户5户
以上、被带动贫困户年收入达 1万元以上
的，每带动1人奖励企业1000元。对在“扶
贫车间”工作的贫困户，当年家庭生产经营
性收入3000元以上的，奖励1000元／户；
6000元以上的，奖励 2000元／户；1万元
以上的，奖励3000元／户。

“小车间培育大产业，小车间助力大扶
贫，小车间连接大市场，小车间孕育大希
望。”许松充满希望地说，把“扶贫车间”设
在贫困户家门口，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难
题，增加了贫困户收入，还破解了普遍存在
的企业用工难，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可谓
是三方共赢，坚持发展下去，何愁贫困不
除，农民不富，乡村不兴？9

固始“扶贫车间”助农拔“穷根”

安居乐业新生活安居乐业新生活
幸幸福家园喜事多福家园喜事多

——出山店水库移民新村见闻

金秋九月，淮河像一条翡

翠缎带，在豫南大地金黄色的

地毯上蜿蜒飘过。作为国务

院确定的 172项重大水利项

目之一、淮河干流上唯一修建

的大型水库、河南省投资最大

的单项水利工程，雏形初现的

出山店水库，似明眸般镶嵌在

千里淮河之上，顾盼生辉。

随着这个“横跨六十载、

接力几代人的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即将建成，淮河安澜，指

日可待。然而对于信阳而言，

却意味浉河、平桥2区 7个乡

镇 (办事处)44 个行政村的

3.8 万多人需要搬离原来的

家园。

今年 5 月 2 日，从 2014

年 9月开始的移民搬迁工作，

分三批全部搬迁完毕，移民逐

步搬进分布在新修的景观大

道——60km 环湖路两侧的

12个移民安置点的 8626 套

移民安置房中。

四个多月过去了，搬进新

家的移民生活得怎样？近日，

记者探访了多个移民新村，带

你走进出山店水库移民的新

生活。

9月 3日，一个明媚的日子。
出山店水库移民平桥区明港镇吴堂安置点内，

一幢幢白墙黛瓦的崭新楼房，将宽敞气派的清淮新
村小学校园围在中间，校园中央的旗杆上，高高飘
扬着鲜艳的红星红旗。

孩子们欢喜地背着新书包跑出家门，在窗户后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殷殷目光中，跑着跳着进入
漂亮的新校园。

校长胡传兵满头大汗，在办公室、走道、教室间
来回穿梭，忙来忙去。学校刚刚建成，配套尚不齐
全，为了不耽误孩子们新学期开学，他和老师们已
经整整忙了一个暑假。当欢闹的孩子一个个涌进
校园时，他的脸上满是喜悦。

清淮村党支部书记李传兵告诉记者，该村5000
多名群众，最初原本是要被分别安置到明港的韩场
村、邹庄村和查山乡的肖店村，后经多次调研论证，
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最终决定在距明港镇政
府仅 300米的吴堂村，建起了占地 706亩的清淮移
民新村，配套的小学、社区医院也都规划其中。

除了清淮新村小学，三官南、太阳坡、孔庄、
翟寨等另外四所移民新村新建的小学，也都按时
开课。而三官北移民新村和石桥移民新村新建
小学校也正在加紧修建之中，明年新学年就可按
时投用。

当日，淹没区内被撤的游河乡张湾小学70余名学
生被就近分流到周边的学校，其中17名学生来到了该

乡最大的村小——新集小学。开学第一天，有家
爱心企业闻讯为该校捐赠了140张崭新
的课桌椅。

像张湾一样达不到建校标准的吴
家店、李营、陈店、灌塘、冯楼

等安置点的学生，都被
就 近 分 流 到 周 边 的 小

学，得到妥善安置。

除了平时搞运输，搬进三官移民
新村的张连明，在这个容纳了高湾、游
河、山淮等 11个村 1.5 万余名移民的
超大社区中，开了一家“豫中大酒店”，
平时由他媳妇和老父亲照看着，同样
从高湾搬过来的贫困户徐琴，成了他
饭店长聘的服务员。从今年 5月份开
业至今，饭店每个月的毛收入都在 5
万元以上。

“眼瞅着到了秋季，办升学宴、乔迁
宴、新婚宴、生日宴、满月酒的越来越多，
他们忙不过来，我干脆运输都不跑了，
也过来帮忙。”张连明正忙着搬桌椅。

在豫中大酒店的对面，同样是从
高湾搬过来的余洋则开了一家“近邻
超市”，酒水饮料、零食副食、日常用品
等把两间门面装得满满当当。因为开

业较早，刚搬进新家的乡亲们家里少
点什么，都喜欢到他这儿来添置。

高湾村党支部书记潘继宏指着社
区内一家家新开的建材店、小吃店、土
菜馆告诉记者，他们村共搬迁 327户，
除了早年在外事业有成的外，有 180
余户已经搬进移民新村的新家。

“你看，当初在设计安置房时，我们
就充分考虑到了搬进来后的生活来源
问题。每家都在一层有一间门面，上面
二三层和四五层是住宅。愿意做生意
的可以经商，不愿意做生意的可以把门
面租出去，每年净得1万—2万元租金，
可保生活无忧。”潘继宏介绍，“等社区
北面临河的观光旅游路一修通，我们这
儿就会成为信阳的美食园。这才半年，
房屋租金已经看涨了。”

移民的美事说不完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解昆

社区里有了大超市

题图 移民新村美如画
左图 装新房搬新家
本栏图片均为刘宏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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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息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把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绿化家园、加快转型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以濮公山地质公园为核心，组织全面修复矿山，聚
力打造濮公山旅游风景区，依托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图为初见雏形的濮公山矿山地质公园一隅。 余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