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万余户
全县共建成产业扶贫“多彩田园”示范
工程 264 个，带动贫困户 2.3 万余户
8.2万余人增收，实现对贫困户产业全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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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换来甜蜜果 余敦梅 摄

大别山下，红旗引领脱贫路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曾令菊 杨绪伟

在商城县汪岗镇，李术安是个“名人”。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短短几年时间，他完成了从

“贫困户”到“脱贫户”，再到“带贫户”的“两连跳”。
“最穷的时候，一家6口人就靠种几亩田和我

打零工换来家庭开支，赚的没有花的多，年年欠
外债。”李术安回忆说：“是县里让俺参加了种植
养殖技术培训班，还为俺办理了小额扶贫贷款，
俺才通过养羊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

2016 年，李术安家人均纯收入达到 15150
元，高标准光荣脱贫。在自身脱贫的同时他致富
不忘本，在乡里村里的帮助下成立了养殖专业合
作社，带动周边20户贫困户共奔小康路。

今年6月，李术安被推选为汪岗镇“脱贫红旗
标兵”。

“贫穷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定跟党走，心中立
红旗，不怕苦、愿意干，‘穷帽子’就一定能甩掉。”
颁奖仪式上，李术安的话语赢得了满堂喝彩。

“我们将李术安们的故事宣讲到全县每一个
贫困村，以激励更多的人勤劳致富。”商城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强说。

为消除“等靠要”思想，解决“输血式”“寄生
式”脱贫问题，商城县委宣传部牵头发起“红旗引
领扶贫路”专题创评活动，广泛调动各方同心扶
贫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县、乡、村三级中选树出
脱贫、扶贫、带贫、文明、奉献五类“红旗标兵”
2600余人，通过身边榜样激励贫困群众树立脱贫
志气，鼓励贫困群众自强自立、苦干实干，激发了
贫困群众“我要脱贫”的主动性。

该县还将“红旗引领扶贫路”专题创评活动
与爱心超市创建结合起来，鼓励贫困户自力更
生，靠劳动换取积分，凭积分兑换商品，真正让贫
困群众认识到脱贫致富关键靠自己，增强了自主
脱贫的决心。

不仅要“物质脱贫”，还要“精神脱贫”。该县
依托“文明红旗标兵”的创评，通过开展“文明庭
院”创建、“清洁家园”行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等活动，选树了一批在孝老爱亲、爱护环境、文
明祭祀、简朴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等方面的先进典
型，引导群众逐步养成文明健康的卫生习惯和生
活方式，自觉抵制陈规陋习，推动形成了积极向
上的良好社会风气，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内生
动力和精神支撑。

干部有担当，扶贫有力量。在商城县
脱贫攻坚战场上，一名党员干部就是一面
红旗。红旗指引，无往不胜。

汪桥镇鲍楼村党支部书记刘元好，就
是这样一名勇于担当的基层扶贫干部：为
做好扶贫政策宣传，个人出资购买 600个
热水瓶，将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内容张贴
于瓶身，发放到每一个贫困户家中；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村组基础设施建设，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主动带头捐款，成立
鲍楼村慈善基金，募集善款 26万余元，用
于贫困群众救济慰问；个人出资成立毛农
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78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和许多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

一样，刘元好成了群众心目中的“扶贫红
旗标兵”。

该县聚焦积极投身扶贫工作、履职尽
责的机关干部、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责任人、
村组干部等，深入开展“扶贫红旗标兵”创
评活动，选树出一大批无私奉献、实绩突
出的先进党员干部典型，强化了党员干部

“火车头”作用，提振了脱贫攻坚的“精气
神”。

为了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激发热情
活力，真正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做好本职
工作、服务脱贫攻坚上，全力以赴打赢脱
贫攻坚战，该县组建了脱贫政策、脱贫经

验、脱贫故事和党的创新理论 4支宣讲队
伍，深入各乡镇、县直单位开展“红旗引领
扶贫路、咱们一起奔小康”宣讲 130场次，
受众 1.4 万余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同心决胜脱贫攻坚，凝聚了思想共识、汇
聚了精神力量。

“决胜脱贫攻坚，关键在党员干部。
我们以‘扶贫红旗标兵’创评活动为抓手，
着力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精准扶
贫的‘战斗堡垒’，让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
都成为脱贫攻坚的‘头雁’‘旗手’，让每一
名党员干部都成为脱贫致富的‘先锋标
兵’，为每一个贫困村打造了一支带不走
的扶贫队伍。”伏山乡党委书记李献林深
有感触地说。

今年 7月 6日，在商城县 2018年社会
扶贫捐赠仪式，广大商城籍企业家和爱
心人士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捐款 2200
余万元。

该县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全县82
家企业和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带动、
吸纳就业、技术培训、组建合作社、无偿捐
赠等方式，结对帮扶69个贫困村……

开展“引凤还巢助脱贫”专项活动，引
导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回报家乡、造福桑梓，
每个成功人士自愿结对帮扶3-5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帮助其增收致富、稳定脱贫……

商城县原耕商务有限公司通过提供就
业、收购农特产品等方式，带动 2000余名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商城县春波家庭农场始终坚持对贫困
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众优先用工，带动李集
乡 3个村 146户贫困户产业分红，常年帮
扶残疾人51人……

在商城县，红旗高高飘扬在各行各业，
十里八乡。

为了不断壮大社会扶贫工作的主体力
量，凝聚决胜脱贫的强大合力，该县持续开
展“带贫红旗标兵”和“奉献红旗标兵”创评

活动，培树了一批爱国守法、诚信经营、具
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良好带贫效果的先
进生产经营单位典型，以及一批热心扶贫
济困、乐于奉献爱心的县内外非公企业及
社会成功人士，营造起人人关注贫困人口、
关心扶贫事业的浓厚氛围，给广大贫困群
众以鼓励和温暖。

社会力量的踊跃参与，激发出巨大的
扶贫动能。该县“巧媳妇+”示范基地、“扶
贫车间”和“多彩田园”示范工程建设如雨
后春笋，优质稻米、茶叶、油茶、食用菌、中
药材、水产、畜牧、蜂业、光伏、电商、旅游等
优势扶贫产业日益壮大，以“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产业树”帮扶模式实现了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倍增效应”，全县共
建成产业扶贫“多彩田园”示范工程 264
个，带动贫困户 2.3 万余户 8.2 万余人增
收，实现对贫困户产业全覆盖。

“自‘红旗引领扶贫路’专题创评活动
开展以来，全县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掀起了人人争当‘红旗标兵’的热潮。”
商城县县长周哲信心百倍地说：“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全县剩余40个行政村、2.7
万人脱贫摘帽的任务必将如期完成。”9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十一”长假，红城新县游客爆棚。许世
友将军故里，鄂豫皖首府旧址，金兰山国家
森林公园，美丽乡村西河湾、丁李湾、田铺大
湾……万千游人徜徉在青山绿水间，观红赏
绿，品幽览胜。在细细领略新县山水美景、红
色遗存和传统村落的独特魅力之余，人们不
约而同地为一群身穿“红马甲”、肩披“红绶
带”的青年志愿者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细胞志愿
者！

随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逐步深入，新
县志愿服务活动早已蔚然成风，文明之花在
这块曾被革命者鲜血染红的热土上绚烂绽
放，让老区大地显得愈发璀璨。

小窗口 大形象

出了新县长途汽车站大门，走不多远，便
是新县最为繁华的商业地带。某大型超市门
口，一座不足 10平方米的红色小亭，显眼地
立在街边，这里是“文明使者”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城驿站”。

别看它不大，却可以提供旅游咨询、公交

导乘、爱心药箱、爱心雨伞、失物招领等10多
项贴心服务。服务站由县志愿者联合会负责
管理和指导，由在册的红细胞志愿者轮值并
提供服务。从今年 3月份启动至今，这里早
已成为群众最可信赖的“爱心驿站”。

导游，指路，加开水……10月 6日上午，
在这里值守的两位志愿者始终微笑接待，周
到服务，短短半小时，就为十余位群众提供便
民服务。亭子内桌子上整齐摆放着服务记录
本，柜子里还有厚厚一摞，粗略统计，他们已
为群众和游客累计提供服务3万余人次。

而今，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县城交通要
道，还是在人潮涌动的旅游景区，总能看到红
细胞志愿者流动的身影。依托一座座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站，他们用真情真心真意传递温
暖，用笑脸和行动为老区代言。

“新县发展全域旅游，离不开良好的城市
形象，而文明则是城市的脊梁。”谈及志愿服务
对城市发展的意义，新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徐强坦言，“我们将建立更多的文
明窗口，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带动全县群众
文明素养整体提升，共塑城市文明之魂。”

小行动 大能量

一个群体的默默奉献，总能迸发出意

想不到的强大能量。
今年 3 月，箭厂河乡仁畈村贫困户殷

爱荣突然拾起了 10 多年前的老习惯。闲
暇时，她总会带着扫把、粪兜绕着村里溜
达一圈，清理一下家畜粪便，打扫一下房
前屋后。不只是她，村里的农家妇女慢慢
都加入这个行列。

山村的转变，源自一场覆盖全县的志
愿服务活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为了改
变贫困家庭人居环境和精神面貌，提振群
众脱贫信心，提升贫困户幸福指数，新县
发起了“清洁庭院 幸福家园”行动，号召
志愿者走村入户开展志愿帮扶活动。

清理房前屋后、修理破损门窗、捐赠
生活用品、开展文艺下乡……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在乡村迅速铺开，一支支身
着红马甲的红细胞志愿服务队在村组间
忙 碌 。 在 他 们 的 努 力 下 ，贫 困 户 实 现了

“六净一规范”（门口净、院内净、室内净、
门窗净、厨卫净、个人卫生净，农具杂物摆
放 规 范）。 在 红 细 胞 志 愿 者 的 示 范 带 动
下，群众人人参与、家家行动，一堆堆柴草
码放整齐,一处处陈年垃圾消失无踪，一
个个小山村大变模样。“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凝聚成脱贫攻坚的强大
力量。

小人物 大风尚

一座城市，因为有爱在流淌，才会格外温
暖。

今年暑假，首府实验学校九年级的小姑
娘闫子怡决定成为一名志愿者。在半个月的
时间里，闫子怡和三位同学不仅参与红城驿
站志愿服务 60余小时，还积极参加三场“新
时代文明实践小分队”进社区活动，利用自身
的舞蹈特长宣传文明知识、倡树文明新风。

“在志愿服务中感受到了快乐，也让我认识到
了自己的价值。”这个假期闫子怡收获满满。

小善大爱，点滴汇聚。如今在新县，越来
越多的闫子怡们戴上小红帽，加入红细胞志
愿者行列中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志愿服务组
织播撒着爱的种子。据新县志愿者联合会工
作人员罗仕亮介绍，新县目前注册志愿者已
经超过4万人，约占全县常住人口的14%，志
愿服务队伍已达137支。

城乡劲吹文明风，志愿服务慰民心。“四
项关爱”志愿服务活动、“护航高考”志愿服务
活动、“爱心墙”公益捐赠活动、“清除城市牛
皮癣”志愿服务活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小分
队”进基层活动……他们用行动让爱的涓涓
细流汇聚成海，让文明新风吹遍城乡。9

红城新县，城乡劲吹文明风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蔡丽

秋风送爽，金桂飘香。潢川县卜塔集镇紧挨着
G106国道边有一片金桂园，园子里流水潺潺，池畔
的金桂树挺拔，盆栽的金桂造型独特，满树桂花璀
璨，暗吐幽香。

王言国在园子里转了一圈，琢磨着可以打桂花
了。

王言国是卜塔集镇塘埂村胡行店村民组建档立
卡贫困户，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妻子弃家出走，他拉
扯着一儿一女，靠外出打工艰难渡日。以往每到中
秋，别人家家团圆，却是他最焦心的日子。

潢川种植金桂有千年历史，金秋打桂花、做
桂花糕、酿桂花酒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习俗。每年
采桂时节，家家在桂树下铺上干净被单，或摇晃树
枝，或用竹竿敲击，桂花便如雨下。收集起的鲜花
拣去杂质，洒上冰糖，大缸密封发酵后，就可以酿酒
做糕了。

“前些年日子艰难，大伙儿都没心思做。”王言
国说，“现在好了，自从跟着长海种桂花，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

让王言国赞不绝口的“长海”叫王长海，是这片
金桂园的主人。2011年，潢川金桂荣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县里便规划打造万亩花卉博览园和
十里花木长廊。在花木行业深耕多年的王长海，流
转了300多亩土地建起了金桂园，王言国便回乡进
了金桂园务工。

“我们寻思着要将潢川金桂这个金字招牌擦
亮，把金桂产业做大做深，除了繁育、种植、园林设
计、养护，还要打好传统文化牌，开发桂花酒、桂花
糕、桂花茶等中秋文化系列产品。”王长海自信地
说。

跟着王长海一起学技术，王言国慢慢成了金桂
园里苗圃间作、盆景修剪、酿酒做糕的行家里手。

“去年第九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我们捧回 9个奖项
呢！”言谈间王言国颇为自豪。

如今，潢川县金桂种植面积已达 5万亩，王言
国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更香甜了。9

桂香四溢富农家

信阳检察官办案
有了“智能助手”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胡传
仁 郭志宇）“您好，您办理的李某某危险驾驶案办
案期限仅剩2天，请你尽快处理。”10月 11日，信阳
市检察院公诉局检察官小徐上班后一打开办公电
脑，点击进入“案件智能管理平台”，一只俏皮的独
角兽就跳出来吐出一串泡泡，发出提示语音，电脑
警示灯也闪着耀眼的橙色。

“如何对检察权运行进行监督防控、服务保障
检察官司法办案、完善检察官绩效考核，是检察机
关面临的全新课题。”该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刘
丽君解释说，“最好的办法是向科技要生产力，向
信息要战斗力，我们探索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自主研发了‘案件智
能管理平台’，为检察工作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引
擎。”

据介绍，这个智能管理平台是检察机关案件办
理、对外监督、内部管理的全覆盖、全流程、全留痕
和数字化、规范化、智能化软件平台，精准服务办
案，能够实时对办案人员发出期限预警、风险预警、
办案活动出错提醒。同时，还能对业务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不仅是办案人员的智能助手，也为领导决
策提供重要参考。

前不久，该院使用该智能平台进行扫黑除恶工
作统计分析，自动生成综合报告，为案管部门总结
上半年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依据。9

光山县北向店乡高山村青年农民龚辉和妻子
胡林在深圳打拼7年事业有成后，于2014年返乡
创业，创办田园风光家庭农场，种植优良品种金果
梨，每亩纯收入达8000元以上。农场长期雇用本
村6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入 2万余元，农忙季
临时用工可达 20余人。金秋十月，金果梨成熟，
家庭农场采摘忙。9 谢万柏 摄

商城县，大别山革命老区中的国

家级贫困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曾

铸就了28年“红旗不倒”的大别山精

神。

今天，在脱贫攻坚大决战中，一

面面红旗飘扬在山水田园之间，汇聚

成“干群同心战脱贫、万众一心奔小

康”的磅礴力量。

“每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必

须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商城县

委书记李高岭表示，他们坚持以精神

扶贫、扶贫扶志为切入点，在全县广泛

开展“红旗引领扶贫路”专题创评活

动，不断激发贫困群众、扶贫干部、带

贫主体、爱心人士和非贫困群众等共

同投身脱贫攻坚的强大内生动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向纵深推进。

光山县青年农民
返乡创业助乡邻

2 扛旗当先锋 干部有担当

3 多方竖红旗 攻坚有合力

红旗精神代代传 杨韵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