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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有机农业专家到潢川指导有机
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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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

余光辉倒在工作岗位上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莹莹 代
盼盼）12月 7日，天空垂泪，雪花飘落，信阳市平桥区胡
店乡中心校校园内一片肃穆，数百人顶风冒雪，前来送
别年仅42岁、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该校教师余光辉。

12月 3日 14时 20分许，兼任胡店乡中心校教务处
副主任、数学学科带头人的余光辉，在组织教师学习研
讨中突发脑溢血，经 120到场急救无效，离开了他心爱
的校园，还有他牵挂的亲人和学生……

据胡店乡中心校校长刘博介绍，该校是一所寄宿制
学校，在校学生 1300余人，全部为周边乡村农民子弟。
余光辉是九年级 1班班主任兼九年级数学老师。倒下
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区教体局组织的九年级语数英备课
研讨会，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的他，第二天下午就及时
组织学校其他教师研讨学习。

从教22年，余光辉多次荣获师德先进个人、优秀班
主任，担任过课题研究组长，他教的数学课曾获得市级
优质课。前不久，区教体局在检查他的教案时还称赞
说：余光辉老师的教案可以作为全区教案的范本……

余光辉班里的学生闫香丽眼含热泪说：“早上不管
多早，我们一进班，他就已经在班里等着我们；中午我们
在午睡，他却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晚上，他总是查完
寝室后才走……以前我们总嫌他唠叨，以后，我们再也
听不到他的唠叨了！”

得知噩耗刚刚从外地赶回来的余光辉的儿子说：“从
小到大，爸爸管我很少，他操心最多的就是他的学生，但是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什么是爱岗敬业，什么是尽职尽责。
我只希望时间能倒流，可以多给我爸打几次电话……”

余光辉的同事程庚在他离世后写诗怀念：晨曦微
露，星月盈窗/风雨兼程，寒来暑往/从教室到操场/从寝
室到食堂/你的身影总显得那样匆忙/留给校园的是温
和中从未缺失的激昂/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你，无愧于
胡店教育人心中的榜样……8

息县

扶贫干部勇救落水妇孺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余江）一连

数日，息县扶贫干部勇救 5名落水群众的事迹，在当地
传为佳话，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平时扶贫入户，危难时救了我们一家人,真的太感
谢他们了！”12月 12日，回想起4天前落水被救的经历，
息县孙庙乡月儿湾村熊庄村民组55岁的农民李自秀感
动得直流眼泪。

获救的李自秀、杜道芝妯娌俩和多位村民一起，讲
述了事情的经过：12月 8日 11时许，李自秀带着孙子孙
女在村里学玩旱船后，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兄弟媳妇和
3个孩子回家，途中因过弯时车速太快，连车带人翻入路
边河沟中。周围村民纷纷呼救，因寒冬水冷，又不知深
浅，无人敢下。危急时刻，走访贫困户路过此地的扶贫
干部熊伟、卢娟听到呼救声后飞奔过来，没有丝毫犹豫，
熊伟直接跳进了齐腰深的水中……后在卢娟和周围群
众帮助下，5人很快获救。

“要没有他们，我们家算是完喽。”李自秀的丈夫王
有才后怕地说。被救上来的 3个孩子最大的 6岁，最小
的2岁，另外一个4岁。

记者辗转找到熊伟时，他坦言这是党员干部的本分，
“当时根本没多想，看到老大姐抱着个孩子在水里直扑
腾，另一个被冷水呛得神志不清了。我跳进水中，先把车
厢内被水淹着两个孩子拉出来，然后把其他人拽上岸。”

就在大伙儿帮着用绳子把河中的三轮车拉上来时，
熊伟和卢娟悄悄离开了现场。后来在村干部陈志的帮
助下，获救的村民才找到了同是息县县委办驻村扶贫干
部的俩人。

一位网友留言说：“为人民服务，不仅要记在心上，
更要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员干部点赞！”面对赞扬，熊伟
和卢娟平静地说：“每一个党员干部，在群众遇到危难
时，都会冲上去的。”8

信阳好人

村里经常性举行党建活动，

党员荣誉感和责任感加强

了，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宋国富就是今

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积极

分子之一

唱响红色 放大绿色
永葆本色 突出特色

——潢川县突出“四色”抓党建促发展

调动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是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和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潢川县
结合县域实际，特色鲜明地提出：决不让敢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开路先锋”吃亏。

“现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
其他村干部的待遇大幅提高，每年分别有
2.3万元、1.9万元和 1.5万元的岗位报酬，
村里每年也有了 3万多元的专项工作经
费。”仁和镇蔡寺村党支部书记唐保合高兴
地说，“你看，如今村里办公场所宽敞了，办
公条件改善了，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立起
了科普大屏，群众脱贫致富有奔头，我们工
作起来也带劲。”

“县里为每个贫困村拨付了50万元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非贫困村则按照每
村 20万元的标准，给予产业资金扶持，并
采取打捆投入国有投资公司固定分红的模
式，确保资金安全，收入稳定，保证全县村
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险到稳全覆盖。”
县委组织部部长孔辉自豪地介绍。

他们结合脱贫攻坚实际，制订了《关于
激励广大干部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方
案》，明确每年推选10%的优秀驻村第一书
记、20%的乡镇分管领导表彰提拔，每年评
定30%的贫困村优秀村干部表彰奖励，对
全体村干部上浮工作报酬的30%。今年，
已有36名优秀驻村第一书记、乡镇分管扶

贫工作领导和驻村工作队长被提拔重用，
56个脱贫攻坚先进村集体受到表彰和奖
励。

2018年，以食品加工和小龙虾养殖加
工为主的河南澳嘉食品有限公司落户潢
川，带动周边 100多户群众发展特色种养
殖，并吸纳贫困群众就业务工。

这是潢川县加强驻外党组织建设，深
化实施“新时代新金桥”工程的一个缩影。
该县主动适应新时期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新
特点，新建外建党工委4个、建立外建党组
织 52个，把全县 2545名流动党员全部纳
入有效管理，积极搭建“脱贫攻坚”“回归投
资”“创新创业”“乡村振兴”“强村育新”五
座金桥，引进“回归”项目 36个，带来投资
20多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群众增收逾
6.2亿元；有28名流动党员回乡创办领办农
民专业合作社46家，带动519户贫困户增
收脱贫，从返乡青年和党员中培养村级后
备干部56名，党员致富带头人41名，有11
人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进入村“两委”班
子。

“唱响红色、放大绿色、永葆本色、突出
特色，潢川县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很好发挥。”潢川县委书
记赵亮自豪地说，“只有全体党员干部自觉
担责、担难、担险，潢川县才能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8

12月 16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半坡村村部里
热闹非凡，该村首届农民运动会正在举行。图为他们正
在举行拔河比赛。8 韩浩 刘伟峰 摄

图说信阳

光山县三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吸纳400多名留
守妇女和贫困农民进厂务工，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图
为12月17日，工人们正在扶贫车间生产线上赶做客户定
制的远红外万用取暖设备。8 谢万柏 摄

潢川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年
来，他们坚持分类分批打造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红色文化血脉相传。

“至今，累计参加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
干部群众，已达 5万余人次。”12月 18日，潢川
县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人告诉我们。

红色文化浸润滋养，潢川好人不断涌现。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久生、省劳动模范吴天玉、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严辉飞、中国好人胡阳
海和刘祥国等先进典型声名远播。据不完全统
计，该县近五年来先后涌现出2000多名先进典
型，受到国家和省市表彰的达 100多人，“潢川
好人”群体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

12月 17日晚，魏岗乡高楼村政治文化广场
上歌声飞扬，村民宋国富正领着群众们跳起广
场舞，为第二天举行的“脱贫攻坚文化先行·广
场舞和民间花会展演”做准备。

“村里经常性举行党建活动，党员荣誉感和
责任感加强了，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宋国富就是今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积极
分子之一。”该村党支部书记宋保海说。

潢川县持续开展“三进”活动（红色文化进
村部广场、进社区园区、进车间厂房），建成仁和
连岗、付店晏庄、魏岗高楼3个高标准的党内政
治文化宣教基地，全县农村建成各类政治文化
园(广场)37个。

信息时代，红色教育还搭上了“互联网+”
快车。他们创新打造出全省首家县级党建云平
台“潢川红云”，使广大基层党员可以在线接受
红色教育，让共产党人价值观融入头脑、融入日
常，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潢川绿色资源丰富，“鳖鸭花猪粉菌茶，外
加一只小龙虾”八大特色产业享誉省内外。

近年来，该县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创新探
索在全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全面推行十大绿
色生态产业党建办公室领导下的产业链党支部
制度，组建了 41个产业链党组织和 46个非公
党组织，实现了产业链党组织从孤立分散走向
了联动链接。

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人才聚在产业链。该
县全面实施“三培三引”工程，从乡村非公经济
主体中发展党员64名，在脱贫攻坚主战场评选
党员红旗手 91名，选拔“双强”党组织书记 104
人，把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新型“三农”人
才真正聚在产业链上。

10月 29日，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研究员陈良玉、国际有机运动联盟亚洲理事会
主席周泽江、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提姆·斯坦莱德博士等专家学者齐聚潢川，围绕
打造全省有机绿色食品发展示范区集智聚力。

党建发力，产业兴旺。在十大产业党建办
的推动下，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壮大，仅
今年就新增市级以上示范性经营主体 14 个。
新兴的小龙虾产业更是在产业党建办的引导
下，养殖面积已达 19 万亩，其中“稻虾共作”
15.4万亩，毫无疑问地成为全省小龙虾第一县。

◎绿色引领谋振兴

◎红色浸润强筋骨

面对当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推动
大别山革命老区跨越式发展的艰巨任务，
党员干部如何永葆革命本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紧
迫课题。潢川县也不例外。

近年来，该县始终坚持把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仅2018
年，就培训乡镇（街道）、县直单位主职200
余人，乡科级干部1000余人，举办各类党组
织书记示范培训班4期、培训922人次。

他们着力培养业务精通、管理协调等
综合能力强的“专才+通才”型干部，创新
方式、聚力引智，分级分类举办党员干部

培训班33个。结合脱贫攻坚中心工作，该
县采用远程播放、分层教学等方式，对全
县贫困村的 6000余名帮扶责任人进行培
训全覆盖，极大提振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信心和能力。

县委县政府坚决为敢于担当、踏实做
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引导干部
放下包袱、轻装前行、大胆作为。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通过建立干
部“负面信息”档案，实行干部监督员制
度，健全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干
部监督机制，认真落实对干部提醒、函询
和诫勉工作制度，广泛开展经常性谈心谈
话，激励干部永葆实干担当本色。

◎特色鲜明助脱贫

◎永葆本色有担当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蔡丽 殷铁

潢川县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不断彰显

“看红色受教育、看绿色长精神、看

本色增底气、看特色识干部”成效，

激发全县上下勇担当、敢作为的精

气神，练就锐意进取的真功夫，奋

力谱写新时代的精彩答卷。

十九大代表黄久生通过“潢川红云”为全县流动党员和家乡党员干部作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

连岗村新建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
园地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
员 杨明 李翔宇）今年以来，石佛店镇以推
进“严乡强村育新”计划为契机，以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和“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为抓手，
以“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和严格督查考评为
保障，坚持问题导向，激发干事动力，不断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的示范引领、组织保障作用日益凸
显。

“以前，乡村干部对抓党建促脱贫站位
不高，认识不够，通过持续推进软弱涣散村
整治，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党建和脱贫攻坚是
有机结合的，党建抓好了，班子变强了，基础
就牢了，党员作用发挥了，支部凝聚力就强
了，很多难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12月 25
日，固始县石佛店镇党委书记尹辉深有感触
地说。

他们注重选强配优班子，着力破解支部
不强、党员动力不足的问题。注重将党员队
伍中的“领头羊”选出来，并将脱贫攻坚成效
作为检验干部的标准。通过在换届选举“回
头看”，调整整顿个别软弱涣散村支部班子，
及时选强支部书记，配齐支部委员。同时，
对软弱涣散村开展集中整顿，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加大党建指导，增强脱贫攻坚能
力。在党员发展上，坚持重点发展高质量党
员，向年轻型人才、高学历人才、村级后备干
部倾斜，消除了党员发展空白村，培育村级
后备干部，为支部注入了新鲜血液。

着眼强化“宗旨”意识，破解联系群众
不紧、满意度低问题。他们启动了“白+
黑”工作模式，成立脱贫攻坚便民服务小
组，走村入户了解群众诉求，提供技术和法
律咨询服务等。同时，在贫困村建设“爱心

美德超市”，通过“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遵
纪守法、励志奋斗、配合工作”五方面正向
积分激励，激发群众勤劳致富内生动力。
广泛开展文明村镇创建，积极培育群众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有活动、有
方案、有点评、有排名、有整改”的标准，以
党的建设为主，佐以脱贫攻坚、人居环境、
危房改造等重点工作，每季度开展 1次“逐
村观摩、整乡推进”。

持续加强党员“管理”，深入破解作风不
实、干劲不足的问题。全县建立起纪律督
查、工作督办和成效督导的工作机制，制定
详细督查办法，定期督导督办督查各村重点
工作和干部作风建设。坚持“案不积卷、事
不过夜”“一次整改、二次问责”，切实督促党
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效率。今年以
来，仅石佛店镇就通报批评88人次，约谈17

人次，组织处理3人，纪律处分4人。
围绕稳定“增收”，破解村级集体经济薄

弱问题。他们采取“光伏发电型”“资源利用
型”发展模式，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引导各村
盘活土地、林地、水塘等村集体经济资产和
资源，积极实施“三块地”整治，推动村集体
建设用地复垦，建设村级光伏发电项目，实
现各村集体经济收益每年不低于5万元，全
面消除了村级集体经济空壳。

他们还以党建宣传为统揽，加大资金投
入，竖立宣传牌，设立灯杆旗，安装村村通广
播，建好“党群服务中心”，完善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巩固乡村

“阵地”，综合宣传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文明
创建等内容，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逐步凝
聚群众思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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