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乡村美起来

走进吴河乡清塘坳村，房前屋后群山
怀抱，绿水掩映，农家院落干净整洁，一幅
美丽的乡村山水画跃然眼前。

新修的村组道路上，贫困户黄加成骑
着一辆电动保洁三轮车，隔一段停下来清
扫道路。“刚开始每天忙不停，现在好多
了，走好远才下来清扫一次。”黄加成高兴
地说。

“我们按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保洁、
信息化监管、一体化推进’的方式，实现了
全村环卫一体化。”清塘坳村党支部书记徐
生华自豪地说，“你看看，现在家家房前屋
后都看不到垃圾了，村组道路每天有保洁

员打扫，村民环保意识增强了。”
清塘坳村为每户群众配发了一个 30

升的垃圾桶，又从贫困户中选聘 6名保洁
员，由环卫公司统一配备电动三轮车、环
卫服、铁锹等清洁工具，到户收集垃圾，清
运到村垃圾收集点，再由村转运到镇垃圾
中转站，最后运到县垃圾处理中心集中处
理，焚烧发电。

至今，县财政已投入 3000余万元，统
一采购环卫车辆和设备，配发到全县各
村，“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城乡环
卫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理模式，在商城县全
面铺开。

11月 28 日，商城县国土绿化提速暨
创建森林城市现场观摩推进会召开。县
创森指挥部工作人员和各乡镇负责人，在
县长周哲带领下，依次来到河凤桥乡辛店
村、新桥村，鄢岗镇李楼村等地，实地察看
生态廊道建设。

公路两旁新栽的500亩冬青树整整齐
齐，青绿盎然，参加义务管护的村民正在
往树干上刷石灰，为当地又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

商城县把国土绿化提速暨森林河南
建设与创建“四美乡村”有机结合，坚持以
廊道绿化为重点，全力推动“平原林网化、
镇区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
院花园化、田园风景画”，坚持让绿色成为
田园最靓丽的底色。

据鄢岗镇镇长万文侠介绍，目前该镇
已流转绿化用地 3500 余亩，平整土地
1400 余亩，植树造林 200 余亩。今冬明

春，计划发展桃园、梨园、油茶园 3000 余
亩，引导群众绿化庭院 1000家，形成四季
有花、三季有果、宜观宜游、连片带动的集
聚效应，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以乡村游、田
园游、采摘游助力乡村振兴。

沿 G220 国道南行，在从城关经汪岗
镇、达权店镇到长竹园乡的近50公里道路
两旁，一台台挖掘机正在平整土地，一场
全民植绿播绿的奋战正在打响。

“赶明年春天，新栽的树发芽了、开花
了，这整条路都步步是风景，畅行其中，该
有多美呀！”正忙着和村民们一起栽树的
汪岗镇粉壁渡村党支部书记王忠侠兴奋
地说。

据商城县林业局局长柳士银介绍，未
来十年，他们将完成山区生态林造林23万
余亩，乡村绿化美化植绿造林 0.9万亩，完
成廊道绿化面积 5.953 万亩，优质林果经
济林基地造林10余万亩。

让田园绿起来

让村庄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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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曾令菊 曹良刚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屋上春

鸠鸣，村边杏花白”“孤村落日残霞，轻烟

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古人笔下

的田园美景，今日大别山下的商城县，竟

然随处可见。

不信？请跟我来：初冬时节，大别山

层林尽染，村舍阡陌，水墨如烟，条条宽阔

平坦的乡村公路，给你畅游在山水大公园

般的真切感受，天那么蓝，水那么清，村庄

那么美，百姓个个喜笑颜开、精神抖擞，仿

佛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中。

“让乡村更美，让百姓更幸福，我们

一直在努力。”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坦

言，商城县围绕“美丽乡村·文明城镇·幸
福商城”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自然遗珠般

被擦亮，放射出诱人光芒。

新县

村淘“淘”出致富梦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程
一桐）刘巧丫，是新县箭厂河乡远近闻名的“村淘
能手”。2015年，在深圳务工的她看到“村淘”发
展中的巨大商机，辞去工作回到家乡，经过选拔
考核，成为全县首批“村淘”合伙人之一。

12月 10日，记者看到，一个个标准化的“村
淘”店，已成为箭厂河乡村亮丽的风景。为鼓励

“村淘”发展，新县实行成交单量补贴政策，财政
每单补贴 5 元，补助物流快递配送服务站点 1
元。县里成立了物流快递共配仓储中心，定时、
定班、定点配送货物，打通农村双向物流“最后一
公里”。

2018年 5月，刘巧丫注册了巧留香茶供应链
管理公司，将家乡的茶叶、花生、板栗、十字绣、草
编、土鸡蛋等农副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我这是小打小闹，县里的那几家大企业才
利害呢！”刘巧丫坦言，县里的绿达山茶油、豫南
葛业等龙头企业都乘着电商“东风”实现了腾飞，
带动了更多的群众脱贫致富。

如今，新县的大别山北纬31°红色土地绿色
产品公共品牌叫响全国，银杏、板栗、茶叶、山茶油、
葛根粉及腌制品成为网上畅销产品，“酸、甜、苦、
辣、咸、香、野、俗”等新县“八味”备受青睐……

据统计，新县已开设各类网店 1200余家，带
动就业 4000余人，帮助 1.2 万余户贫困户增收，
电商扶贫模式在新县已然开花结果。8

淮滨

文化墙“长”群众精气神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韩
浩 朱丝语）淮滨县固城乡詹营村的墙壁上，一幅
幅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宣传画，让过
往行人忍不住驻足观看。

12月 8日，驻村第一书记洪贺表示，这里已
经成为该村传播精神文明、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美
丽风景线。“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
传统文化的文字、漫画等绘到墙上，乡亲们的思
想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文化墙被称为‘会
说话’的墙。”洪贺说。

“孩子上学回来会时常问俺文化墙上文字和
漫画的意思，给他讲解时，自己也接受了教育。”
贫困户王成龙乐呵呵地说。

“自从有了文化墙，今年工作好做多了，最明
显的就是乱丢垃圾的越来越少。这不，县里‘五
面红旗’评选，俺们获得了‘乡风文明红旗村’。”
村支部书记詹振连高兴地说。8

潢川县

“医联体”把专家请进门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晏乾坤 黄遵永）“康主任，这个患者的膀胱结石
和前列腺异常增生指标很高，请您看看片子……”
12 月 10 日，从医 20 余年的潢川县第二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主任王文忠，通过微信及时把疑难
病例传给了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康郑军。

“这是建立‘互联网医联体’带来的好处。”潢
川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胜库高兴地说，此举让
潢川县近 90万群众受益，县医院医生通过“医联
体”平台，及时将病例资料传给远在郑州的专家会
诊，让患者不出潢川就能享受到高水平诊疗。

通过“医联体”建设，省医院专家还定期来到
基层医院，在培训、授课、查房中提升基层医疗人
员诊疗能力，实现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医院管理等全方位帮助，同时为基层医护人
员到省医院进修、学习、交流，开通了“绿色通
道”，实现基层医院人员由“输血”到“造血”的转
变。8

商城县

蜂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长河）11月 29日，商城县召开蜂业产业发展战
略合作会议，全县蜂蜜从业人员数十人参加了会
议，共同探讨发展大别山中华蜂蜜产业助力脱贫
攻坚。

商城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县，气候温和、环
境优美，油菜、紫云英、洋槐等粉源植物资源丰
富，可供蜜蜂采集利用的有 20余种，且花期长达
6个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养蜂人，每年有近万群
蜜蜂在商城采粉。在自然村的山谷里、房檐下、
石岩下、草丛中、土洞里、树洞里，处处可见原始
立式蜂桶饲养的中蜂蜂群。

近年来，商城县委、县政府将蜂业作为该县
12个特色产业之一，成立了产业开发领导小组，
以蜂业领军企业——詹氏蜜蜂有限公司为龙头，
通过大别山蜂农专业合作社、商城县蜂之巢中华
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动，建立核心标准化养蜂
基地，发展蜂农 1100多户，年蜂群保有量 3.5 万
余箱，2017 年蜂产业产值达 1.2 亿元，纯收入
3000万元。

大别山蜂农专业合作社联合詹氏蜜蜂园，还
通过电商渠道将优质蜂产品推向全国，为商城县
5个中蜂产业合作社、2100余蜂农拓宽了销售市
场，带动了近40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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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下大别山下““桃花源桃花源””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明 马晓冲

12 月 9 日，在固始县徐集乡赵岗
村的兄弟特种动物养殖场内，村民范
文乐正哼着小曲，与妻子、大嫂一起，
忙着给河麂添饲料。

20年前，范文乐和大哥在朋友介
绍下，到上海贩卖蔬菜，凭着勤奋节
俭、诚实守信，买卖一天比一天红火，
没几年工夫，竟然成为拥有两个摊位
的“菜老板”。每天妯娌俩守摊卖菜，
兄弟俩贩菜送菜，一年下来两家人都
差不多有 50万元的收入。

2016 年年底，他们返乡过年，乡
村干部向兄弟俩详细介绍了家乡脱贫
攻坚情况，他们产生了回乡创业、帮助
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想法。经过考察调
研，结合家乡水草资源丰富的实际，他
们决定养河麂。

“野生河麂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人工可驯养繁殖，它的皮、骨、肉有很
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市场前景广
阔。”范文乐说。

地方政府对范家兄弟返乡创业给
予了大力支持，流转土地，审批手续，

用电、用水难题等很快解决。兄弟俩
起早贪黑，每日一身汗水一身泥，每人
瘦了好几斤，范文乐风趣地说“只当健
身减肥了”。2017 年 5 月，投资 80 多
万元，引进了 80只幼河麂的养殖场建
成了。

河麂主食杂草嫩叶，技术要求并不
高。起初，小河麂生长正常，繁殖很
快。可是，正当兄弟俩信心百倍时，养
殖场遭受一次巨大打击。今年5月，因
为误喂了发霉变质的草料，没几天时
间，河麂死亡90多只，价值50多万元。

暂时的挫折丝毫没有挫伤兄弟俩
的创业积极性。他们认真吸取教训，
严把饲料安全关，管理更加科学严谨，
养殖场很快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至
今，养殖场已出售 30多只育肥河麂和
一些“獐宝”，净收入 20多万元。场内
在养河麂 250 多只，销售行情持续看
涨。

今年秋天，兄弟俩又流转了 100
多亩土地，开挖稻虾共生田，增加聘请
贫困户。“我们有信心把这两项种植养
殖都做好，这样就能帮助更多的贫困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有钱挣。”范文乐自
信地说。8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余江

“这个小品演活了，俺村也有这号
人，懒汉思想要不得，勤劳致富最靠
谱！”

“甘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听听，
这戏词儿说得多生动啊，真真的大实
话！”

12 月 7 日，看完村文化广场上的
“行业促脱贫·文化进万家”扶贫文艺演
出后，息县小茴店镇张瓦房村村民热烈
地讨论开了。

近年来，息县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
用，为群众脱贫致富打开一扇文化窗，
用文化提升自身“造血”功能，把“治贫”
与“治愚”，“扶贫”和“扶志”“扶智”结
合。他们编演了大鼓、快板书、戏曲小
品等20个节目，送到田间地头，潜移默
化地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扶贫政
策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息县宣传部部长余金霞说，通过指
导村级党组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自助创作了小
品《拐脚脱贫》、音乐快板《脱贫路上大
步迈》、大鼓书《帮扶解困现真情》、豫剧

新唱《唱唱息县新变化》、快板书《好政
策让俺过上好日子》等一批接地气、沾
露珠的文艺作品，在全县 99个贫困村
巡回演出。

“等靠要等不来好生活，勤奋劳动
才是致富正路啊。”贫困户张全明拉着
帮扶干部的手，发自内心地说，“俺真的
知道自己差在哪儿了。从今往后，绝不
给大伙儿拖后腿！”

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唱响脱贫奋进
曲·共筑人生幸福路”民间文艺汇演，
3000多名群众通过歌舞、小品、戏曲、
快板、板凳龙、嗨子戏等艺术形式展现
才艺，登上舞台，唱响美好幸福新生活。

他们还广泛开展好婆婆、好媳妇、
五好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及

“好家风家训”征集活动，在全县营造起
了崇德向善、文明和谐新风。创建省级
文明村镇 1个、市级文明村镇 28个、县
级文明村镇 79个，评选出“文明家庭”
16个，各类“道德模范”500余人、“好媳
妇”“好婆婆”200余人。

“人穷最怕志短，扶贫先扶精气神，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就一定能激
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息
县县委书记金平坚定地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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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雪后初晴，蓝天白云下的鄢岗镇崔
楼村，道路干净整洁，两旁绿树成排，高高的太阳能
路灯上，一串串红红的小灯笼煞是好看。池塘里一
群鸭子游来游去，不远处的香菇种植大棚里，十余名
群众正忙着嫁接菌种。

“我们村是今年全县创建的35个‘四美乡村’试
点村之一，目前已投资 60余万元对村庄进行绿化、
美化、硬化、亮化，我们村越来越美了。”崔楼村党支
部书记曹良美说。

今年以来，商城县以“三无一规范一眼净”和“四
清两拆六到位”为标准，坚持县、乡镇、村、组四级联
动，持续开展农村面貌集中整治大提升行动，每 10
天进行一次集中观摩考评，着力创建环境优美、清洁
干净、文明向上的美丽乡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他们倡导民居依山傍水、因
势因地而建，保持乡村农耕之美、田园之美、自然之
美、传统之美，实现一村一规、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一村一景，着力打造乡情可依、乡愁可寄，既有现代
文明，又有传统文化的美丽乡村。

据统计，该县投资7亿多元，打造了500多个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点，里罗城村、七里冲村、黄柏山村
等6个村成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依托灿若明星
的一个个美丽乡村，生态游、乡村游、休闲游蓬勃兴
起，“一山一水一洞天，一步一景一画廊”的全域大公
园引得游人竞相前来。

“发展全域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效抓
手，按照‘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的目标，商城县
正在变成一个全域旅游大公园，老百姓也在发展全
域旅游中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商城县县长周哲信
心满满地说。

“嘿，真的没想到，这新厕所又干净又
方便，真的太棒了！”用上政府免费改造的
水冲式卫生厕所后，河凤桥乡新桥村农民
冯暂秀禁不住当起了宣传员。至今，县里
已在新桥村免费推广改造这种三格化粪池
式水冲厕所近80户。

“小厕所，大民生。按照‘统一设计、统
一购料、统一施工、统一验收’的原则，我们
乡正积极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河凤桥乡
乡长邓真说。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是商城县持续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今年年底
前，全县已开工建设农村公厕 46座，改造
农户厕所近3000座。

据介绍，他们通过完善县城污水管网
建设，扩大覆盖能力，因地制宜选择改厕模
式，县城周边乡镇和村庄推广使用水冲式
厕所，逐步与城区联网。北部及部分地势
相对平坦的乡村，推广使用三格化粪池式
厕所；在山区、丘陵区乡村，则视具体情况
选择双瓮漏斗式、沼气式等无害化厕所。

在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河凤桥乡田湾村，一座投资20万余元的景
观式水冲公厕刚刚建成。“我们村常住人口
700余人，节假日每天来垂钓、游玩的人高
达4000人，建公厕可解决了大问题。”田湾
村党支部书记陈太新高兴地说。

他们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景区提升
工程，加强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景区和
公路沿线厕所改造，使厕所与周边景物融
为一体，努力让游客们在感受山水魅力、
体验乡土风情的同时，体验城市般的干
净、舒适和便捷，全面增添商城县全域旅
游的魅力。8

让厕所靓起来

小桥流水人家让人羡

大别山下美丽乡村惹人醉大别山下美丽乡村惹人醉 李代龙李代龙 摄摄

固
始

文
化
扶
贫
添
精
神
强
志
气

息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