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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陈世军

“听说没？咱村那个胡老汉，前
天捡了个钱包交给村干部，后来找到
了失主，里边有四五千元钱哩！”

“真是好样的！他家是贫困户，
老两口都有病，日子过得很紧巴，捡
那么多钱愣是没动心。”

天刚入冬，罗山县周党镇吊桥村
贫困户胡春会、丁贤琴两口子拾金不
昧的事，成了十里八乡最暖心的话题。

事情还要从11月 7日说起：那天
清晨，天下着雨，胡春会去镇上赶集，
走到周党大桥桥头，发现一个没有带
子的黑包躺在路边泥水里。当时雨
下得急，前后也看不见人，老胡以为
是个没人要的坏包，没多想就捡起放
进篮子里。

赶集回到家，老伴清理篮子打开包
一看，吓一大跳：包里有4700元现金，
还有身份证、驾驶证、社保卡等证件。

“这丢了包的该多着急啊，光是

这么多的证件补办起来也够麻烦
的。不行，我得赶紧找到失主。”胡春
会和老伴没有丝毫犹豫，根据包里身
份证上的地址，接连问了好几个熟
人，都说不认识。他俩准备把包送到
派出所时，忽然想起村干部罗荣芳娘
家就是失主那个村的。在罗荣芳的
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失主杨庆祥。

“小杨在外打工开航吊，父亲五
年做了六次手术，母亲有病前几天刚
去世，家里也是贫困户。急得要命的
小杨拿到丢失的包后，发现东西一样
都不少，再三要来感谢他老两口，可
老胡说啥都不让。”11月 29日，回忆
起那天老胡两口子的善举，罗荣芳不
由竖起了大拇指。

“党和政府这么照顾俺，俺们不
能被猪油蒙了心。”老胡憨厚地说。

罗荣芳告诉记者，胡春会一家因
病致贫，却从不叫苦，坚持靠辛勤劳
动来改善生活。脱贫攻坚中，他家在
帮扶人的帮助下，养了两亩小龙虾，今
年纯收入7500多元，脱贫在即。9

记者手记

黄柏山、狮子峰分属两省，景区

连成一片，交由一家公司开发，在两

省支持下，成功实现了统一规划、统

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运营，在全

国实属罕见。

黄 柏 山 狮 子 峰 景 区 的 成 功 打

造，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的生动实践。

据悉，黄柏山旅游公司已与相

邻的安徽省康王寨林场初步达成合

作开发景区意向，黄柏山狮子峰景

区联合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的规划

也在加速推进。

可以想见，依托“同一座山、同

一个文脉、同一种底色”，秉持“跨区

合作、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合作

理念，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的大别

山旅游合作区，一定会越办越火，山

里的群众也会越来越富！9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晏乾坤

一袋 50斤的大米，一桶 5斤的金
龙鱼油。潢川县双柳树镇农村保洁员
高福俭没有想到，在 10月 26日“环卫
工人节”那天，他和全镇 130名农村保
洁员一起，都收到了知名环保人士叶
榄，特意从郑州带回的节日礼物。

一直牵挂着这群农村保洁员的，
是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市农民工党
支部书记刘德兵。

近年来，潢川县以农村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为切入点，探索建立城乡环
卫一体化处理新机制，引进第三方保
洁公司，探索建立“政府+公司”管理模

式，做到一镇一所、一村一站，确保乡
村垃圾“收得起来、运得出去、处理得
掉”。他们同时将精准脱贫与美丽乡
村建设相结合，设置农村保洁员公益
性岗位，解决一部分文化程度低、无技
术特长、自主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群
众就业难题，让他们既“扫”净了乡村
道路，又“扫”出了“脱贫致富路”，实现
了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效融
合。

家乡的变化一直牵动着游子的
心。2013年 10月，刘德兵积极响应叶
榄的倡议，在家乡双柳树镇捐资设立
了“诚达金笤帚奖”。2014年，他又通
过潢川县慈善总会设立诚达爱心基
金，把关爱送给全县环卫工人。在每

年环卫工人节前夕，无论公司的事情
多忙，他都会记得为家乡环卫工人和
农村保洁员送去节日慰问品，6年来从
未间断，累计捐资 40余万元，资助环
卫工人2300多人次。

刘德兵是双柳树镇秦棚村人，16
岁外出务工，20多年来，他穷而思进，
在生活磨砺面前不低头，从一名提灰
搬砖推车打杂的小工，逐渐成长为建
筑界技术过硬的行家里手。

多年来，他将责任与诚信融进血
脉之中，自 2006年成立河南省诚达建
筑有限责任公司以来，立志打造“百年
名企”，先后建造数百栋楼房，没有拖
欠过一名工人工资，没有一次延误工
期，没有出过一次质量问题，施工项目

多次被评为省市优良工程，构筑起了
一座座“诚信大厦”。

事业有成后，他积极反哺家乡、回
报社会，累计为家乡公益慈善事业捐
款 120余万元，先后获得“2008-2009
中国百杰诚信企业家”、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河南省劳动模范、信阳道德模
范等殊荣，上榜 2014年度河南好人榜

“诚实守信”类好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贤助力。”谈
起刘德兵，双柳树镇党委书记齐新峰
赞不绝口，“以黄久生、刘德兵为代表
的双柳树镇在外成功人士，在服务家
乡经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上可没少
作贡献啊！”9

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子耀）11月25日，来自世界
各地的近万名专业选手和户外运动爱
好者们齐聚信阳，开启首届韵动中国·
2018“体彩杯”信阳国际马拉松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河南
省体育局、信阳市政府、新华网共同
主办，分为男、女全程马拉松（42.195
公里），男、女半程马拉松（21.0975公
里），迷你马拉松（5公里）三个项目五
大赛事。赛道设置环浉河两岸，将信
阳浉河新八景串珠成链，沿途碧水微
澜、群山环绕、朱颜碧瓦，让运动员们
在激情奔跑中拥抱青山绿水，尽享无
限风光。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米
歇尔和基拉加特分别以 2小时 23分
56秒和2小时51分 15秒的成绩获得
全程马拉松赛男子、女子组冠军；来
自漯河的李广威和来自信阳的路颖
分别以 1小时 7分 27秒和 1小时 16
分 55秒的成绩摘得半程马拉松赛男

子、女子组桂冠。
“在信阳参加比赛很舒心！这里

生态好，空气清新，第一次来就让人
陶醉其中了。”选手赵孟虎说。作为
男子全程马拉松赛前三名中唯一的
中国人，赵孟虎的冲线引得全场掌声
雷动。

近年来，信阳注重发挥自然环
境优势，打造特色体育产业品牌，至
今已连续多年成功举办国际自行车
赛、山地锦标赛、徒步大赛等一系列
上规模、有影响的重要品牌体育赛
事。

在公安、交通、医疗、城管、供电、
团市委等数十个部门协调联动下，信
阳马拉松组委会搭建起了完整的赛
事服务体系，保障了赛事顺利进行。
作为指定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之一，仅
联勤保障部队第 990 医院信阳院区
就派出医疗技术骨干九名、救护车两
辆，开设医疗保障点，并在赛道间提
供循环往返应急救护保障。9

信阳成功举办首届国际马拉松赛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太好了！能够插上科技的翅膀，‘潢
川金桂’一定能够香遍天下，元宝枫
必定大放异彩。”11月 27日，在信阳
市林科所召开的河南省“四优四化”
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花木专项“潢
川金桂”、元宝枫标准化培育技术集
成与示范专题启动会上，痴心本土优
质花木培育的潢川花木协会会长王
长海和光山县育才花卉苗木公司总
经理何存继激动不已。

2017年年初，我省出台“四优四
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重点发展优
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
果，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
农业强省。

2018 年，“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首次扩展到林业领域，省林
科院联合市、县林业科技系统，出台

“河南省优质特色花木标准化生产技
术集成与示范”专项计划，重点支持
彩叶苗木、月季、蜡梅、玉兰和“潢川
金桂”等 5 个专题 13 项林业科研任

务，助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和森林河
南建设。信阳市林科所承担了“潢川
金桂”和彩叶苗木元宝枫专题的 2项
任务。

据信阳市林科所所长邱林介绍，
信阳是苗木生产大市，种植面积达30
万亩，潢川花木已走向全国。“潢川金
桂”是信阳特有桂花品种，已列入木
犀属品种国际登录名录。元宝枫则
是我国特有的珍贵园林树种，极具观
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是优良的防
护林、用材林和绿化树种，也是优质
食用油和蛋白质的新资源，市场潜力
巨大。“潢川金桂”和元宝枫在信阳种
植已具有一定规模，社会发展意愿很
强，急需标准化培育技术的集成与示
范引导。

根据科研立项要求，信阳将分别
在潢川和光山县设立“潢川金桂”、元
宝枫苗木培育示范基地200亩和500
亩，分别辐射苗木种植园 800 亩和
1000 亩，总结推广优质高效示范林
标准化繁育技术、栽培技术、简约化
田间综合管理技术和苗木质量分级
等标准化技术。9

信阳开展“四优四化”林业科技研究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11 月 24 日，信阳召开 850 余人参加
的全市秋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项
行动动员部署大会，掀起扬尘污染治
理、机动车污染治理、重点涉气工业
企业污染治理的“三大战役”。

根据信阳大气染污防治攻坚战
实际，信阳创新工作机制，将环境攻
坚办职责定位为“当参谋、提对策，
定规矩、建机制，严督查、重考核”,
实行扁平化管理，精简人员，力量下
沉，将原有力量整合成综合、专业和
督察督办 3 个组，人员由 82 人精减
至 40人左右，其中督察督办组配置

30人左右。
他们着眼秋冬三项重点污染治

理攻坚任务，抽组成立控尘、控车、控
排和问责四个专班，分别由一名副厅
级干部任指挥长，坚持专班专责，一
竿子插到底，切实减少监管层级，专
班现场执法、现场检查，现场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对履职不到位、工作不
力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规依纪问
责处理。为确保攻坚效果，市环境攻
坚办还专门出台监督考核督导办法，
对控尘、控车、控排专班进行监督、督
导和考核,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奠
定坚实基础。9

信阳创新机制
掀起秋冬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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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好人设立爱心基金情系环卫工人
信阳好人

黄柏山上“蝶”蹁跹
——跨省办旅游助力脱贫攻坚的黄柏山实践

鸡鸣闻三省，鄂豫皖

同脉。商城县黄柏山三代

林场工人矢志不移，扎根大

山深处，坚守绿色梦想，用

青春和生命，染绿了一座座

荒山，写下了撼人心魄的

“不老”传奇。

脱贫攻坚中，黄柏山

独有的山水和林木资源，

又给偏居深山的贫困群众

带来了脱贫致富的新希

望。通过积极推进黄柏山

景区跨省联办，聚力打造

鄂豫皖三省旅游联盟，为

周边群众带来了机遇，创

造了财富。

初冬季节，记者重返

黄柏山，走进大山深处的人

家，探访他们在旅游产业发

展中，用勤劳双手改变苦寒

命运，靠绿色发展走上脱贫

致富道路的动人故事。

商城县黄柏山管理处前河村肖
塆组 18 岁的姑娘彭蝶，一直以来有
个梦想：找一份工作，用挣来的钱买
个轮椅，和父亲一起推着母亲，送妹
妹走出大山，走进城里的大学校园。

2017 年夏天，彭蝶母亲的类风
湿越来越严重，四肢已经严重变形，
再也无法强忍着疼痛行走了。妹妹
很快也要到山下的初中读书，家中
靠父亲一人种着几亩薄田，农闲时
打些零工供养两个女儿读书越来越
难。初中毕业的彭蝶无论别人怎么
劝，也不肯再升学到几十里外读高
中了。

初冬的黄柏山上五彩斑斓，变
得愈发迷人，松竹青，菊花黄，乌桕
枫叶红遍山梁，吸引着游客前来观
光。在黄柏山景区超市当了一年多
售货员的彭蝶，越来越享受每日在
这如画美景之中穿行的惬意感觉
了。

为了照顾母亲，彭蝶无法外出
务工。“刚开始辍学回家的我很迷
茫，年少时的梦想都不敢想了。”见
到彭蝶时，她正在超市里忙着整理
从周边山村收购来的特产山货。同
大多数山村姑娘一样，她有些羞涩
地捋了一下额前的刘海，红着脸说，

“要不是村主任章红和姑姑去年夏
天把我介绍到这里，我现在还在家
里守着母亲叹气呢。这里上班离家
近，不耽误回家照顾母亲，每个月还
有 2000 多元的工资。再过几年，我
的梦想就能实现了。”

今年 3月，彭蝶的父亲也成为黄
柏山景区万丈崖瀑布在建工程项目
上的装修工人，有了固定的收入。

“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发展旅
游，除了能创造更多的岗位，帮助像
彭蝶这样的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还带
火了当地的农家餐馆和家庭旅馆，让
山里的土特产旺销。”黄柏山管理处
副书记丁大军自豪地说。

去年，黄柏山旅游公司又流转土
地数百亩，在山中建起了中天玫瑰园
种植基地，利用产业扶贫资金覆盖带
动近 300户贫困户。预计今年年底，
管理处下属6个村将全部脱贫。

一山同脉，地分楚豫。从2006年
起，湖北省麻城市狮子峰林场党委书
记王建朝已经在山上工作了 12年。
作为 1991年湖北省最后一批批准建
立的国营林场，他们曾一度处于除了

伐木烧炭外，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的困顿境地。看着所辖 4个村 6000
余人中 373 户贫困家庭在困苦中度
日，王建朝的内心也一直在煎熬。

2013 年，与黄柏山林场同在大
别山三省六县联合防火协作框架下
的狮子峰林场，也与黄柏山旅游公司
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启了跨省办旅游
的全新尝试。

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两省聚力
打造的黄柏山狮子峰景区已经成为
横跨鄂豫两省的大别山核心景区，为
商城、麻城两县（市）周边乡村提供就
业岗位近 200 个，安置 58 户贫困户
在景区就业，人均月工资在 2500 元
以上，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黄柏山景区在跨省融合麻城市
狮子峰景区后，持续创新推出玻璃
栈道、玻璃观景点、1400米水滑道与
650米旱滑道等多种体验产品，同时
开通河南、湖北两个方向景区入口，
入园游客持续增长，周边百姓喜笑
颜开。

“全国 9000 多家国营林场中，
林地相连却分属不同省份的林场有
很多，两个林场与同一家旅游公司
成功合作，两地政府协力打造同一
个景区的却仅此一家。”王建朝兴奋
地说，“合作给狮子峰林场所属 1000
余贫困人口的脱贫带来了希望。仅
景区门票收入一项，2017 年已经突
破 2000万元。照此势头，2019年林
场所辖 4个贫困村也可如期脱贫摘
帽。”

7 月 13 日和 9 月 26 日，豫鄂两
省先后在郑州、武汉联合召开旅游

推介会，大别山旅游合作区隆重推
出多个“一线贯三省”的旅游精品线
路。在豫鄂两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下，连接鄂豫皖三省、过境景区的濮
（阳）（阳）新高速正在抓紧推进；麻
城直达景区南大门的县道已经成功
升级为省道，过去 2小时的车程如今
仅需 40分钟；联结安徽天堂寨、湖北
龟峰山、河南黄柏山景区的 G220国
道也将于两年内全线贯通。

今年“十一”黄金周，黄柏山日
均游客接待量超过 9000 人，周边群
众也赚得盆满钵满，农家餐馆一日
三餐爆满，民宿旅馆一床难求。

红日西沉，下班的彭蝶骑着刚
买的电动车，沿着新修的景区道路
骑行在回家的路上，凌寒绽放的无
名野花在夕阳中轻轻摇曳，远远传
来“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
彩是晚霞的衣裳……”的歌声。9

2 旅游扶贫生金银

3 跨省融合产业兴

秋染黄柏添五彩 张文科 摄

跨省办旅游
富了山里人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1 苦寒家庭向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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