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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
庆不办，确实避免了不必要
的人情消费。

1 志智双扶 致富信心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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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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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信阳

扶贫亦扶志 新县展新姿
“牛司令”领俺走上小康路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朱丝语 秦怡欣

“这是花生秧、秸秆混合料，这些
‘大家伙’最爱吃这个。瞧它们吃得
多欢！”9月10日，淮滨县张里乡齐寨
村同舟有限公司养牛场里，伴随着牛
儿此起彼伏的哞哞声，建档立卡贫困
户朱金开始了新一天的“牛倌”工作。

朱金今年51岁，妻子去世后，独
自带着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靠着几
亩薄田为生，日子相当拮据。2017
年，这个养殖场从东北引进了100多
头西门塔尔、夏洛莱种牛，朱金被招
进来当起了饲养员。

“俺每天就是给这些牛喂喂料，换
换水，清理清理圈舍，活不重。每月

‘牛司令’给俺发3600元工钱，一年下
来俺家就脱贫啦！”朱金感激地说。

朱金口中的“牛司令”叫邢士勇，
淮滨本地人，原本在北京搞建筑装
潢。“这两年产业扶贫力度加大，养牛
的相对较少，市场价格波动不大，养
殖业前景看好，我就回乡‘小试牛
刀’，一头牛一年下来挣个一万多元
不成问题。”邢士勇‘牛气’十足地说。

“除了少量大豆和酒糟，养牛的
草料基本上都是稻草、麦秆和花生
秧、地瓜秧，以往全都是农户扔了不
要的。养一头牛一年的料钱不过几
百块钱。”朱金说。

如今，尝到了甜头的邢士勇又开
始着手扩大场地，争取年内存栏肉牛
200头。“我还要发动村民养牛，我给
他们提供小牛和技术，村民可以等牛
卖了钱再给我本钱，让他们不出家门
就能发‘牛’财，稳步走上小康路。”“牛
司令”对牛场的发展信心满满。9

地方传真

“电力雷锋”送来“爱心套餐”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帆

浉河区浉河港镇夏家冲小学位
于深山坳中，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目
前仅有两个年级22名学生。学生父
母多外出务工，孩子们大多和祖辈们
一起生活。

9月 4日这天，孩子们来到学校，
发现教室里来了一群头戴小红帽、身
穿红马甲、胸前印着“电力雷锋”白色
徽标的叔叔阿姨，课桌上还摆满了课
外读物、学习用品，讲台上还有图文
并茂、制作精美的展板。老师介绍，
他们是信阳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今天
要和大家一起来上开学第一课。

“自来熟”的“电力雷锋”们很快
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给他们系
上红领巾，他们把礼物一一发到孩子
手上。拿到课外书《草房子》和48色
水彩笔后，8岁的小姑娘刘馨就抱着
志愿者吴雪琼亲了一口。欢乐的笑
声充满教室每一个角落。

开始上课了，“电力雷锋”们指着
展板上一张张图画，详细讲解着生活
中的安全用电知识，教孩子们一一记

住电力设施下常见的安全标识。一
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一只只小手高
高举起，安全用电知识快乐问答让整
个教室成了欢乐的海洋。看到孩子
们兴奋投入的模样，校长喻义成也乐
得合不拢嘴。

下课了，孩子们和“电力雷锋”们
一起向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行队
礼，在国旗下宣誓；课间操结束了，好
动的孩子们拉着阿姨们在操场上玩

“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缠着叔叔们研
究无人机是怎么飞起来的；喜欢安静
的孩子则坐在花坛边，给志愿者们讲
自己暑假里的开心事儿。

午餐时间快到了，“电力雷锋”
们又挽起袖子到食堂准备午餐。很
快，一盘盘香气四溢的美味佳肴被
端上了餐桌，窗外几个“偷窥”的调皮
鬼早已迫不及待，就等着“开饭”的号
令一下，涌进餐厅，端起碗筷，大快朵
颐了。

幸福的时光在欢乐中流淌，临别
时，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不舍地
拉着吴雪琼的手说：“阿姨，我妈妈不
在家，下次你再来就去我家，我让爷
爷给你泡茶！”9

平桥区：美了乡村 富了乡亲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郑旗 唐媛媛

“为了让范湾更漂亮，再苦再累，
这活我们干着高兴，乡亲们也住得舒
心！”9月 11日，天气转凉，砖瓦工人
张振全却在平桥区陆庙办事处筹建
处工地上忙得满头大汗。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我们不仅
仅依靠聘请的专业施工团队来指导
施工，还让本村有建筑施工经验的村
民参与进来。既能让他们在房屋改
造中学习好的经验和先进理念，也为
下一步陆庙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培养了人才，更能激发村民们参与自
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呢。”陆庙办事处
筹建处工作人员陶正亮介绍。

辖区内 659 户旱厕改建被列为
2018—2020年度重要民生实事。按
照“一年试点、两年建设、三年完成”
的规划，2020年年底前要实现全域
旱厕清零。今年前8个月，已完成旱
厕改造55个，任务还相当艰巨。

陆庙村范湾组既有百亩茶园，又
有百年古树“夫妻树”，自然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具有发展“轻旅游”的
优势和潜力。在区里指导下，办事处
筹建处将范湾组作为全域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按照“办事处筹建处补

助一点、居委会筹集一点、农户自出
一点”的“三个一点”的资金补助模
式，7月中旬，房屋改造工程全面开
工，得到了全体村民们的全力配合，
短短一个多月，10户村民已有7户完
成房屋改造基本工程。

“在政府引导下，真没想到我这
老宅子能改得这么漂亮，范湾能打
造得这么美！”63岁的孙宏升高兴地
拉着记者来到他家，“你看你看，我
这小院改造，自己只花了两三万元，
其余的钱都是政府出的，我能不支
持嘛！”

按照这种模式，苏庙居委会、金
牛店居委会也很快先后展开了全域
美丽乡村建设。在美丽乡村建设过
程中，陆庙除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建起了文化广场、健身广场、文化
大舞台等，还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
动、文明评比，设立“爱心超市”等措
施，激发村民主动提高文明素养。

“大名堂”“娘娘坟”“凤凰台”“夫
妻树”……陆庙这些蕴含悠久历史传
说的文化遗产，正变成美丽乡村的一
颗颗璀璨明珠，放射出诱人的光芒。

“美丽乡村建设让村民对未来生
活充满了企盼，也对实施乡村振兴更
有信心。”陆庙办事处筹建处主任陈
汝河兴奋地说。9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钱洪波 王丽君

老区儿女多壮志，昂首阔步奔小康。

脱贫攻坚中，新县36万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奋勇拼搏，在信阳率先摘下了贫困县的帽子。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新县坚持把精神扶贫作为关键突破口，多措

并举，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提振脱贫“精气神”，在全县掀起“人人战脱贫、户户勇致富”的火热场面。

“以前，家家争当贫困户，人人都

想吃低保，三天两头来村闹，甚至还

大言不惭地说国家便宜不占白不

占。”回想起从前扶贫的情景，箭厂河

乡戴畈村支部书记石彩清感慨良

多。以往，戴畈村的情况在新县并非

个案，好逸恶劳、争长霸短、自私自利

现象在各个乡镇时有发生。

“我虽然是粗人一个，但从没想

过等靠要，现在党和政府又是教种养

技术，又是发分红款的，只要不是懒

人，谁都能脱贫……”去年9月的一个

夜晚，陡山河乡“幸福大讲堂”上，李

湾村贫困户李富远说起自己的脱贫

经历，憨实的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

个人，到场的贫困户们纷纷表示，要

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这只是新县开展“幸福大讲堂”

的一个小片段。领导干部带头讲、帮

扶干部示范讲、脱贫户们现身讲……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极大地鼓舞着干

部群众勇战贫困的信心。

“幸福大讲堂”不仅是群众现身

说法的演讲台，更是群众畅所欲言、

反映合理诉求的群言堂。

“集中安置点的房子很漂亮，但

是希望能在小区里多搞些绿化。”今

年春天，泗店乡“幸福大讲堂”上，计

河村第一书记陈飚向县长夏明夫道

出了群众的心声。

“这个建议好，乡里要马上落实。我

们把群众搬出来了，后续的基础配套、公

共服务、就业保障都要统筹考虑。”夏明

夫当场表态，而后，各集中安置点的水

电路配套、绿化工程先后启动，全县建

成扶贫车间18个，提供就业岗位近千

个，375名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此外，他们还通过“昼访夜谈”，

倾听民众心声，回应群众意愿，制定

出台支持贫困村党员创业和贫困群

众创业的系列优惠政策，定期举办产

业技能培训，选派85名科技特派员驻

村指导帮扶，鼓励引导农村 400多名

“能人”党员带头发展产业。派出文

明实践小分队，把党的好思想、好政策

及时送到社区小区、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群众知识丰富了，心头敞亮了，

致富路子宽了，脱贫信心更足了。

“月工资 3000元，还有全勤奖加

提成，营业额好的话，一年能拿4万多

元呢。”20岁的贫困户欧阳玉在茅屋冲

家庭农场当收银员，致富信心满满。

众多像欧阳玉一样的贫困户克服等靠

要思想，摒弃懒贪占习气，变“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争先脱贫、脱贫光

荣”的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勇

往直前，自觉投身脱贫攻坚战场。

知行合一 思想阵地强起来2
今年春节前，在乡里表彰大会上

领到“环保卫生星”奖牌的浒湾乡郑店
村熊大爷兴奋地说：“这面奖牌对我们
家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鞭策，今后我
们不仅要坚持做好自己房前屋后的卫
生，还要动员、引导周边邻居共同行
动，养成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

以往的乡村，村庄垃圾遍地，道
路杂草丛生；留守老人独守空房，儿
女务工多年不归；邻里之间常因鸡毛
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如何让群众
明礼知耻，筑起道德底线，成为脱贫
攻坚面临的一大课题。

新县坚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广泛开展“明礼知
耻、崇德向善”主题活动，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村组、进家庭、进学
校、进车间、进工地“五进”活动，牢牢
占领城乡思想阵地。

“刚开始还以为只是做做样子，没

想到真的打扫得这么干净。”千斤乡喻
冲村村民蒋齐正看着窗明几净的屋子
不由得赞叹道。2017年 7月起，“清洁
庭院”行动在全县铺开，帮扶人集中入
户帮助群众开展卫生整治，实现贫困
户家庭“六净一规范”，户容庭貌焕然
一新，家庭精神面貌也得到提振。

该县及时组织村“两委”成员、“新
乡贤”、“样板户”成立“户容庭貌评比
委员会”，定期开展家庭卫生评比，户
户参评，月月开榜，引导村民树立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

“邻居好，是个宝，他们比儿女还
贴心呢！”72岁的胡文祥老人儿女都在
外地，生病的时候经常是邻居来照顾
他。“一帮一”“多帮一”，多种形式的邻
里互助活动让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
儿童倍感温暖。

乡风文明建设走在前列，干在实
处。文明村镇三年创建计划持续推进，努

力实现2020年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比
60%。为激励先进，该县给成功创建全
国、省级、市级文明村镇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5万元、3万元、1万元，极大调动了
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乡镇之间取长补短、
相互促进，全县乡风文明整体持续上升。

他们还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73
个贫困村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成
256个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大院、农家
书屋，组织戏曲杂技、舞龙舞狮、文艺踩
街、灯谜竞猜等民俗文化活动和图书下
乡等文化惠民活动，开展大别山民间文
化艺术节、民歌大赛、民俗文化展演、农
民春晚、农民运动会等活动，让群众足
不出村就能品尝到“文化大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而今的新县，明礼知耻，邻里守
望，已成为众多群众的行动自觉，自立
自强、勤劳务实、尊老爱幼、友爱谦让
等优秀品质深入人心。

3 移风易俗 文明新风吹起来
“自从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不办，确
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人情消费，省下了
一大笔人情礼节开支。”对县里开展
的移风易俗工作，箭厂河乡仁畈村村
支书肖万鹤非常赞同。

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多年形成
的陋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往
来不胜其苦，贫困户更是难以负担。

为 此 ，新 县 积 极 倡 导“ 一 约 四
会”建设，以自然村组和姓氏宗族为
单位，引导完善村规民约，组建红白
理事会，明确婚丧嫁娶饭菜烟酒标
准，将一些日常习俗纳入村规民约，
通过发放倡议书、设置宣传栏、发布
公益广告，以及编排群众喜闻乐见
的地灯戏、小品、三句半等文艺作
品，开展好家风先进事迹宣讲团等

多种形式，号召党员和乡村干部带
头示范，大力引导村民转变观念，倡
树文明新风。

厚养薄葬、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不赌博，不搞封建迷信已成为农村的
文明新风尚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追
求。据该县民政部门不完全统计，仅
2017 年，新县 7000余起婚丧嫁娶事
务中，节约资金达3200余万元。

4 孝善敬老 传统美德树起来
“感谢村孝善理事会给予的帮助，

我们贫困老人以后再也不用愁吃愁穿
了。”泗店乡陆湾村彭湾组老人陈长
根、杨桂华夫妇拿到孝善基金时，心里
满是感激。

新县大力开展孝善敬老活动，扎
实推进家庭孝心养老、社会善心敬老
建设，解决了60岁以上贫困人群的养
老问题。至今，新县已成立孝善理事
会 261个，30个行政村设立了孝善基
金，累计募集社会企业和爱心人士捐
款19万元，全县像陈长根、杨桂华老人
一样领到孝善基金的老人达2400人。

通过开展“幸福家园”行动，社会
累计为贫困户捐赠电扇 125台、电饭
煲206个、开水煲196个、热水瓶2000
余个，配置电视机 800台、取暖器 200
余个，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居住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他们还广泛募集粮油、
衣物、文具等爱心物资，在全县建起

206个村级“幸福驿站”，科学设置产业
发展、政策知晓、孝善敬老、移风易俗
等10项指标，鼓励贫困群众用个人实
际行动兑换德行积分，在“幸福驿站”
用积分换回生活必需品。

文明风尚好，慈孝榜样多。好媳
妇李本丽，悉心照顾植物人丈夫和患
病公婆十几年，荣登“中国好人榜”，并
于2017年 11月当选为孝老爱亲类中
国好人；最美孝心女孩朱梦珍，荣获信
阳市 2018年度第一季度新时代好少
年；孝老爱亲刘桂珍，青丝白发终不
悔，照顾年迈多病双亲和两个残疾弟
弟23年；道德模范邵荣莲，面对夫残女
折，公婆辞世，困难压顶不低头，艰辛
拼搏14年……

一个典型一面旗，一面旗帜一首
歌。在精准脱贫过程中，新县持续加
大先进典型评选力度，道德模范、“最
美系列”、“好婆媳、好妯娌”、星级文明

户、新县好人、新乡贤等评选活动争相
登台，胡兰书、张爱华、岑新顺、张思
恩……一大批先进典型相继亮相，每
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

新县还以评选表彰“孝善敬老典
型”为契机，在广大群众中间选树平民
英雄，以身边人感动身边人，用身边事
教化身边人。广大群众更加深入地领
会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真谛和精
髓，孝亲敬老、崇德向善蔚然成风。

截至目前，新县共评选出各级各
类先进典型5000余名，其中道德模范
60余人，“最美系列”900余人，好婆媳
600余对，好妯娌1300余对，新县好人
180人，新乡贤30余人，星级文明户随
处可见……

一张张勤劳朴实的面孔，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汇聚成了一条生生
不息的“好人河”，在老区新县的红土
地上汩汩流淌，润泽四方。9

现在党和政府又是教种养技
术，又是发分红款的，只要不
是懒人，谁都能脱贫……

幸福大讲堂，提振“精气神”。 毛磊 摄

照张“全家福”，孝善讲德行。 钱洪波 摄

“幸福驿站”中，积分兑幸福。钱洪波 摄

山村巨变颂党恩 王玉新 摄

文明村镇三年创建计划持续推进，为激
励先进，该县给成功创建全国、省级、市
级文明村镇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3万元、1万元

1万元

金秋九月，天气晴朗，光山县80多万亩水稻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节。连
日来，光山县农业、农机等部门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帮助粮食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田大户联系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农具，帮助农民抢收水稻，确保颗粒归
仓。9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