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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在外成功人士

致富不忘报桑梓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今年这个年过得真舒坦！”2月19日，正在自
家门前晒太阳的商城县伏山乡毛坪河村 90岁的
祝志明老人乐呵呵地说，“党的扶贫政策好，平时
吃穷住用都不愁。前些天，大锋子还送来1000元
的大红包。”

祝志明口中的“大峰子”叫程家锋，是从毛坪
河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凭借山里娃的踏实肯干
和忠厚老实，程家锋多年打拼，外出创业有成。致
富不忘报桑梓，脱贫攻坚开始后，程家锋每年都拿
出数额不等的资金，援建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
助孤寡、高龄老人和贫困群众。今年 2月 1日，程
家锋再次捐助12万元，为全村高龄老人和贫困户
送来新春祝福。

无独有偶，2月 3日，伏山乡七里山村在外成
功人士蒋荣新，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驾车前往大
山深处，逐一看望慰问联系资助的几户贫困户。
从2015年至今，访贫问苦，资助乡邻，他已经默默
坚持了5年。

“伏山乡是当年爆发商城起义的主要地区，这
里民风纯朴，孝善敬老、扶危济困蔚然成风。

脱贫攻坚开始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社会爱心
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助力脱贫攻坚，极大地鼓舞了
我们打赢脱贫攻坚大决战的信心和决心。”伏山乡
党委书记李献林自豪地说，“全乡所有村都已经摘
掉了贫困帽子。”7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春节期间，遍访信阳城乡，处处鼓乐
喧天、好戏连台，家家喜气盈门、张灯结
彩，气氛祥和，年味十足。

假期的前四天，天气晴转阴。从正
月初三晚上开始，信阳进入雨雪冰冻模
式，尽管受天寒地冻影响，道路湿滑、交
通不便，生态景区游客量下滑，但城区场
馆、温泉类景区格外火热，全市文化和旅
游市场依然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据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测
算，春节假日期间，信阳累计接待游客
229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7%,实现旅游
总收入22.1亿元，同比增长16.1%。

2月 2日启动的 2019鸡公山首届民
俗文化庙会暨新春灯会，一直延续到 2
月 20日（正月十六），民俗风味浓郁的舞
龙舞狮、憨态可掬的大头娃娃、古色古香
的划旱船、抬花轿娶亲、踩高跷、打铁花、
马戏表演等逛、赏、品、尝、购、玩、娱于一
体，既有传统民俗表演也有时尚新潮体
验，吸引众多市民和周边地市游客前往。

2 月 5 日大年初一，2019 信阳南湾
湖首届湖畔灯光节暨新春庙会盛大开
幕，流光溢彩的灯展，精彩的民俗表演和
精致的非遗工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特色美食，吸引着市民和回乡省亲的游
子，假期7天共接待6.5万人次。

灵山寺延续 1000 多年新春祈福庙
会的传统，成为鄂豫皖周边祈福游引爆
点。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两天接待游
客近 6万人次，假期日总接待游客 11.5
万人次。黄柏山景区举办祈福活动，前
来祈福的游人如织，祈盼新的一年有个
好彩头。光山净居寺、新县金兰山道观、
商城观音山、贤隐寺等景区点，受到祈福
纳新游客的青睐，新春祈福游成为春节
假日旅游市场的亮点。

商城西河景区、新县大别山露营公园
等4A级景区灯火秀也将景区打扮一新迎
宾客，景区客栈、小木屋迎来不少前来过年
的外地游客。潢川县黄淮大丰收乡村世界
的梦幻灯光秀和水幕电影也让很多游客流
连忘返。

春节期间，全市各地结合春节市场
特点推出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带旺了假

日文化和旅游市场。《2019 信阳市春节
联欢晚会》华丽上阵，相声、戏曲、小品、
豫南民间歌舞等相继亮相，热情讴歌了
信阳老区人民投入“三大攻坚战”和奋斗
新时代的风采。各县区文化和旅游系统
也纷纷举办了不同规模的春节联欢晚
会，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灵活多样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
层系列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文化年货”。平桥区郝堂村举办

“美丽乡村——春晚大联会”活动，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
出。春节前后，全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共
安排了 120余场“春满中原”节日文化活
动，目前已累计开展 90余场，惠及观众
13余万人次。

全市博物馆（纪念馆）等场馆接待
23.27万人次，同比增长5.9%；文化馆（群
艺 馆）接 待 25130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3%。奥斯卡、横店、恒大等市县影城、
院线也座无虚席，吸引着追“影”一族，享
受假日文化生活。7

红红火火过大年
鸡公山管理区

民俗文化庙会
喜迎新年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花婷

2月 19日，元宵节夜，鸡公山风景区游客
集散中心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从2月 5日（正
月初一）开幕的 2019鸡公山首届民俗文化庙
会暨新春灯会上，各种传统民俗表演轮番上
演，让人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美食香气四溢，
使人垂涎欲滴；到了晚上，华灯初上，还融合现
代声光电技术的梦幻灯展，让人如痴如醉；火
星璀璨的千年绝技——铁花焰火晚会表演，更
是引得现场热烈沸腾，好一派热闹祥和的新年
景象。

传统的舞龙舞狮，引得男女老人欢呼阵
阵；国际大马戏表演，惊心动魄中又让人忍俊
不禁，不时逗得游客哈哈大笑……

白天看表演，晚上观花灯；昼场看非遗绝
活，夜场赏铁花焰火，庙会活动安排得精彩纷
呈，高潮迭起。专程从郑州赶来的游客张女
士，在看完铁花烟火表演后兴奋地说：“早就听
说今年春节期间，鸡公山风景区有民俗文化庙
会，便特地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热闹，第一次
在现场看到打铁花，沸腾的铁水，在空中如烟
花般绽放，真的太震撼了！”

鸡公山管理区旅游文化局局长、信阳鸡公
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中亮表
示，在中华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他们精心组织
这场民俗与美食并存，传统与现代结合，中外
文化相互交融的节日盛会，旨在为广大游客营
造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据介绍，应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要求，举办
方决定将此次庙会活动延期至 3月 2日（正月
二十六）。7

新县

节日忙生产
喜迎“开门红”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程一桐

2月 20日 8时 30分，新县羚锐制药贴膏剂
质量监督员邱柯，正在生产车间内紧张穿梭忙
碌，仔细检查着今年第一批出厂药品。

“正月初六厂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当天一
大早县领导还专门到车间来看望慰问一线工
人，勉励我们新年再创新业绩。”邱柯身后，一
箱箱通过检测的羚锐贴药品正装载上车，从这
里发往全国各地。

不仅羚锐集团各产业部门全面开工，新县
内毅辉智能、新林玉露、大唐融合通信、大别山
云端产业园、海川药业等20余家企业，也都在
2月 11日（正月初七）前后复工生产。各企业
生产车间内，紧张有序的生产场景随处可见。

厂区热火朝天，工地机械轰鸣。兰河产业
园区春泉节能智慧能源产业园项目建设工地
上，十余台大型机械掘开春雪覆盖的冻土，正
加班加点推进项目建设。“我们要抢抓进度，确
保今年 10 月份顺利投产。”项目负责人杨东
说。

与此同时，新县产业集聚区内羚锐生物三
黄珍珠膏软膏产业化项目、三元创鑫新上生产
线项目等多个市、县重点项目也都先后开工建
设。

在新县应急处突指挥中心的电子大屏上，
城乡各交通要道车流人流状况一目了然。雪
后路滑，节日期间人流车流陡增，但新县并没
有出现道路堵塞，这都得益于一直坚守在各易
堵路段不间断疏导交通的公安干警。交警许
磊已经在东明路路口坚守了七天，尽管满身疲
惫，但他脸上仍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整个春节假期，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体育
局工作人员曾峰同样一天也没有休息，而是每
天往返于全县各主要景区开展旅游市场监管
巡查。新县良好全域旅游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质量引来游客如潮。2月 4日至 10日，全县先
后接待游客 15.1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79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31.78%、55.24%，旅
游产业迎来新春“开门红”。7

信阳火车站

元宵饺子温暖回家路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胡婧 陈卓

“阿姨，我知道这个灯谜的答案，一
边是水，一边是山，是汕头的汕字！”

“回答对了，这个金猪灯笼送给你，
元宵节快乐！”

2月19日 16时 20分，信阳东站的候
车厅里热闹异常，小朋友们围在手拿气
球和灯笼的工作人员身旁，争先恐后地
回答彩色气球里装着的灯谜。

除了猜灯谜活动，车站工作人员还
特意为旅客送来了煮好的汤圆，一一盛
在碗里送给正在候车的旅客。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为了让出
门在外旅客也能享受到吃元宵、猜灯谜
等传统习俗的乐趣，我们给旅客精心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元宵节活动。”信阳东站
值班站长王志刚说。

时间倒回到 2月 4日 23时 20分，挂
满大红灯笼和火红中国结的信阳火车站

候车厅内温馨如家，60多位尚在归家途
中候车的旅客，在即将敲响新年钟声之
际，吃上了信阳火车站客运车间值班干
部刘婷等人送上的一碗碗装满温情和祝
福的饺子，每人还有一个代表平安幸福
的大红苹果。

在除夕夜为尚在旅途的旅客送上暖
心饺子，信阳火车站已经坚持了20余年。

“以往，铁路运力不足，除夕夜候车
的旅客比现在多得多。如今铁路客运多
次提速调整运行图，不仅增开了很多车
次，春运还加开临客，高铁更是方便快
捷，除夕夜候车的旅客越来越少。”除夕
那天，有着 30年工龄，陪旅客一起度过
了 16个除夕夜的客运值班员乐理乐呵
呵地说。

“今年信阳火车站北站房候车厅正
式启用，使用面积足足比南站房大了 2
倍，新站房候车室内既亮堂又温暖，旅客
们高兴，我们也开心。”90后客运员张莹
莹领着我们参观完崭新的信阳火车站北
站房兴奋地说。

信阳火车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冯
春生表示，信阳火车站是座百年老站，硬
件设施越变越好，他们的服务质量也要
越来越优，“服务好老区 200多万务工人
员，是我们多年的追求！”冯春生说。7

浉河区贫困户张永义

新年有个小愿景
□本报通讯员 卢小龙

粉刷一新的三间新砖房，宽敞的院
子打上了水泥地坪，院子一角整齐地堆
放着一些年货和工具，卫生间、厨房通了
自来水……这就是浉河区吴家店镇毛寨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永义的新家。

“来看看我的新房子，漂亮得很！”2月
12日，张永义兴奋地拉着来串门的亲戚的
手往屋里走。来到屋内，崭新的地板、洁白
的墙壁，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明亮。

村党支部书记赵荣友说，张永义原
来住的是两间土坯房。一家 8口人，老
两口常年有病，全靠儿子在外务工挣钱，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去年儿子在江苏务
工时不幸受伤，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考虑到张永义的实际情况，去年村

里把他家列入危房改造范围，并帮他办
理了整户低保手续，落实了系列扶贫政
策。就这样，张永义一家春节前住进了

新房。他逢人就说：“没想到我也能住进
这么好的新房，真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毛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5户 155
人。为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村里以产业
为抓手，以危房改造、饮水工程为突破
口，因户制宜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脱
贫措施。经过一年的努力，毛寨村产业
扶贫、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工程等各项脱
贫工作稳步推进。

为了帮助他家脱贫，村里联系七龙
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和军发茶叶有限公
司对他家进行产业帮扶，新引进的康益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也和他签订了脱贫带
动协议。如今儿子的腿伤基本上已经康
复，过些日子又准备出去务工了。“虽然
我现在还是贫困户，但我有信心今年年
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说起新的一年，
张永义眼里满是憧憬。7

鸡公山民俗庙会庆新年 聂品 摄

除夕夜暖心饺子送旅客 胡婧 摄

淮滨县民俗会演进乡村 赵丽华 张成林 摄

南湾湖畔灯光节成了新春游乐园 周涛 摄

□本报通讯员 周涛 刘娟

万灯齐亮，流光溢彩。2 月 19 日元宵节当
晚，南湾湖畔上百盏造型奇特的各式花灯被波光
粼粼的湖水映衬得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引得无
数市民、游客争相前来，观赏了这绚丽多彩的梦
幻世界。

多彩灯光闪耀南湾、创意网红时尚缤纷，一
站式的吃喝玩乐体验，为游客们带来不同以往的
新春新感受。据介绍，大年初一开幕的2019信阳
南湾湖首届湖畔灯光节暨新春庙会，将一直持续
到3月8日。

主办方引进来自彩灯故乡四川自贡的国际
水准制作团队，由百余名非遗传人匠心打造，通
过造型设计、施工工艺、气氛营造、营销宣传等方
面的精心组织安排，打造出一场形式新颖、气势
恢宏、色彩斑斓、喜庆祥和的属于市民的精品节
庆活动。

在灯光节现场，十八组主题灯组构成“奇妙
湖畔”“梦幻森林”“民俗非遗”“网红打卡”等四个
主题游乐区，涵盖海底世界、鲤鱼跃龙门，以及信
阳皮影、毛尖茶文化、小猪佩奇等民俗、地域文化
和年味主题，满足不同年龄阶段游客的观灯需
求。

“这次灯光节结合南湾湖地形安排灯组，以
信阳鱼文化、茶文化及传统非遗为依托，弘扬了
传统文化，也展现了信阳的特色。”市民郭女士一
边为孩子拍照一边赞叹。

“这个灯展不但烘托了新春的喜庆氛围，也丰
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市民王先生兴奋地说，

“希望来年还办，我会再带着家人来。”77

南湾湖景区

湖畔灯光节盛况空前

大别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