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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9日，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里罗
城庄园”的小老板何强已经忙活开了。

“有游客预定了中午的两桌饭，得提前准
备好食材。”何强告诉记者，近年来村里因地
制宜发展旅游，像他这样的特色农家乐，里罗
城村已有将近 20家，生意都很不错，最好的
年收入将近40万元。

里罗城村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元
末起义军将领余思铭筑防御工事驻守于此，
始称“里罗城”，遗存的寨墙、石砌河堤至今
依稀可辨；革命战争时期，老区人民敢为人
先，爆发商城起义，无数里罗城儿女投身革
命，这里走出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抗日英雄
赵崇德、开国将军陈明义等杰出革命代表；

青山绿水长，多彩田园美的原生态山水田园
风光，以及吴风楚韵交融、中原文化荟萃的
独特民风民俗，更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乡
村旅游“明星村”。

“我流转了十来亩地种植草莓、蔬菜，草
莓卖给游客，蔬菜供应农家乐，收入比外出
打工高多了。”瞅准了旅游带来的新商机，带
着妻子返乡创业的里罗城村村民张宜成笑
着告诉记者：“村里返乡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了。”

今年元旦期间，为期三天的第四届“大美
里罗城·大别山民俗旅游节”如期举行，舞龙、
舞狮、杀年猪、剪窗花，皮影戏、腊八粥、打糍
粑、流水席等豫南特有的民俗、民间文化，吸

引了省内外数万名游客。
探幽访胜、赏山看水、摄影写生、寻找乡

愁、瞻仰革命遗迹是里罗城游客的主体。据
不完全统计，该村 2018 年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00余万元。

2018 年年初，该村通过招商引资，高标
准规划实施“大别明珠田园旅游综合体”项目
建设，为里罗城村旅游注入了新的动力。

“通过推进农旅融合，要让村庄变景点，
村民变股民，农事活动变游客体验活动，特色
农产品变旅游消费品，闲置民居改造为特色
民宿，让更多的里罗城人吃上‘旅游饭’、发上

‘旅游财’。”大别明珠田园旅游综合体项目负
责人黄偲夏乐呵呵地介绍。

万名党员重走“初心路”刘宏冰 摄

□李长虹

“你是风，望不见你的身影，却听见你深情

地歌唱……”在河南信阳采访，很多干部群众

都会唱四集纪录片《走读大别山》的主题曲《你

是风》。从占满半面坡地的烈士墓碑，到每一

户都有烈士的小村庄，大别山的红色传统，通

过这样的影像与声音汇入人们的精神世界。

信阳是革命老区，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

都流淌着英雄的鲜血。这里有“大别山红旗不

倒”的坚守，有“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豪迈，从大

别山走出或者在大别山战斗过的将军有 469

位，其中信阳籍的就有 100多位。革命的沃土、

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这些宝贵的红色

基因，是历史的积淀，也是潜藏的巨大力量。

如何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的光

彩？不少地方有很多红色文化资源，然而却在发

挥其作用上有些滞后。或是简单的陈列，红色教

育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或是零敲碎打，没能深

刻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甚至还存在商业化、娱乐

化，或者闲置不用、不闻不问这两种极端情况。这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用不上、用不好，不仅

是一种浪费，更有愧于创造了它们的革命前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

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信

阳正是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为目标，盘活了当

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摄制《信念的力量》《走读

大别山》等电视片，搭建“信阳先锋”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文化阵地，打造“走读大别山”党内政

治文化体验线路……着眼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信阳实施“固本清源计划”，发展积极健康的党

内政治文化，以红色文化资源引导党员干部用

革命文化的思想精髓、精神特质浸润心灵，为

思想建党筑牢了精神根基。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成为信阳干部群众不

懈奋斗的动力源。57 岁的吴金良干起了息县

临河乡单台村“第一书记”，一年时间就让这里

通了水泥路、用上自来水；浉河区董家河镇楼

畈村的张玉宏，做生意致富后回村当了党支部

书记，带动大家种植大棚蔬菜，32 户贫困户脱

了贫……这些普通的党员，可能讲不出什么大

道理，但正如采访时一位村干部质朴的话语，

“咱不能把老一辈的东西给弄丢了”。

好的文化，有着强大感召力。我们常说，要

以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党内政治文化，不

仅能作用于党员干部的“心头”，同样能作用于

“地头”，对整个社会的风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建党初期，在鄂豫边区进行革命活动的王志

仁，开辟了一条秘密山间小道，这条“志仁小道”，

如今被开发成红色登山步道，让广大群众在锻炼

身体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信阳先锋”公众号

上，曾有个影响广泛的“微家书·传家风”活动，让

长辈和晚辈通过微信掏掏心窝子。从党员干部

延伸出去，以红色基因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成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环。

红色基因，重在传承，也重在发扬。以红色

文化资源，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党内政治

文化，牵引广大群众向上向善，从“心头”到“地

头”，从“关键少数”到“最大多数”，红色基因就一

定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传承下去、发扬光

大，为同心共筑中国梦凝聚起最磅礴的力量。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评论员、高级编辑，
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红旗不倒大别山 刘宏冰 摄

“大别山，高过天，小路弯弯绕

云间，亲爱的同志哥呀！他离家上

前线，家乡的一草一木多留恋……”

当年一曲《歌唱大别山》，传唱

大江南北，不仅深情道出了老区人

民在烽火岁月中对中国革命的无

私奉献，也从侧面展现了大别山区

交通的不便和行路的艰难。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驱车从信

阳出发，沿沪陕高速公路，经G220

国道，穿县城，过集镇，开上新修的

5米宽的村村通水泥路，仅两个多

小时，就直达位于大别山河南省境

内主峰——金刚台脚下的深山小

村，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

从前的里罗城村，既穷且苦，

穷得人们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

肉，苦到去最近的集镇也要跋山涉

水走上大半天。

如今的里罗城村，田园如画，

村富民安，公路通村达组，家家美

景入室，是远近闻名的全省乡村旅

游示范村、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信步其中，笑容绽放在每一

位村民的脸上。

2月 6日，依靠在自家小院里

晒着太阳、含饴弄孙的 70多岁朝

阳庵组村民程克定高兴地说，里罗

城的幸福嬗变，是从路开始的。如

今这条路啊，从山间一直通到俺们

群众心里面。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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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信阳市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用好大别山革命教育资源，挖掘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大力实施“固本清源计

划”，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了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人民日报》2019年 1月 28日以《从“心头”到“地头”》

为题，对信阳传承弘扬红色传统、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做法进行了报道，引人深思。现原文转载，供借鉴参考。

里罗城村有条青石铺就的山间小路，叫
初心路。

红河、红桥、红军墓、红军井、红军洞群、
红军医院遗址，还有将军石、血染的木瓜村、
儿童团岗哨旧址……一路走来，仿佛走在革
命烽火岁月的历史长廊里，耳边是炮火呼啸、
杀声震天，眼前是硝烟弥漫、革命先烈奋勇向
前，一声声心灵的震撼，一次次灵魂的洗礼。

“若不能全心全意为民谋幸福，怎对得起
长眠脚下的无数革命先烈。”该县食药局驻里
罗城村第一书记林新亮坦言，遇到困难、遭受
挫折时，他都要走一走初心路，让自己的理想
和信念接受一次回炉淬炼。

贫困户方恒合身患癌症，妻子残疾，一双

儿女在县高中读书，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林新亮就带着村班子成员一次次到方恒合家
看望，鼓励其振作起来，为其办理低保、申请
小额金融扶贫项目、争取教育扶贫救助，帮助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爹娘给了我第一次
生命，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方恒合
眼含热泪说。

“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优良传统，县乡为
里罗城村派驻了 56人的帮扶工作队，用倾情
帮扶换来了干部群众的鱼水情深。”林新亮深
有感触地说，心路通了，工作就顺了，里罗城
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182户 799人，减少到
2018年年底的6户19人。

缺资金缺技术的李善红等 13户贫困户

享受到了技术培训产业帮扶，吴泽丽等 23户
贫困户通过公益岗位增收，张泽甫等 8户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现转移就业，金融扶
贫、光伏扶贫惠及 65户贫困群众，引导 300
余名群众从事与旅游相关的民宿、餐饮、种
植养殖等产业……里罗城里的动人故事每
天都在发生，里罗城人对未来充满了幸福憧
憬。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人’。从精准脱贫梦到全面小康梦，再到乡村
振兴梦，只要干群一心，携手奋斗，所有的美
好梦想都能成真。”站在新建的陈明义将军塑
像前，商城县伏山乡党委书记李献林语气坚
定地说。7

持续推进作风建设

信阳把今年作为
“干部作风提升年”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邹
乐）2月 11日，信阳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凝聚
发展活力，以作风转变促进工作落实，奋力加快
建设“五个信阳”。

信阳市委决定，在去年开展“作风建设年”
“责任落实年”活动的基础上，趁热打铁，把今年
作为“干部作风提升年”，从优化发展环境、提高
办事效率入手，着力解决政策梗阻、失责失信、流
程不优、为官不为等突出问题，以自我革命、刀刃
向内的精神打一场作风建设攻坚战，推动干部作
风大转变、大提升。

去年以来，信阳各地各部门围绕“作风建设年”
活动要求，比学赶超、奋勇争先，办成了一批大事要
事，明港机场正式通航，出山店水库主体竣工，信阳
火车站北站房投入使用，6个贫困县有望脱贫摘帽，
三大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全市上下营造了干
事创业的好氛围，形成了竞相出彩的好局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
表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必须戒骄
戒躁、再接再厉，进一步增强抓好作风建设的责
任感，不断巩固“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持之以
恒提升干部作风，力争实现各项工作的开门红，
为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坚实基础。

乔新江坦言，提升作风，必须真正学起来，在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提升干部作风；必须真正严起来，在正风肃纪
中提升干部作风；必须真正干起来，在担当作为
中提升干部作风，确保“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尚朝阳在主持会议时强
调，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作用，带头转
作风、抓提升，靠前指挥、率先垂范，既当“指挥员”，
又当“主攻手”，更好地引领和感召全市干部群众。
全市上下要拿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办
法和措施，形成抓作风的强力约束，加强对作风建
设的监督考核、跟踪问效、一抓到底，推动形成“有
责需尽责，失责必问责”的工作局面。7

光山叔侄仨
冰雪池塘撬车救人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
本全 刘星冉）连日来，光山县白雀园镇杨围孜村
的徐玉荣、徐仲坤、徐仲冰叔侄仨路见危难，跳进
冰雪池塘中撬车救人的事迹在光山、商城两县广
为传颂。

2月 8日 17时许，商城县观庙镇朱楼村居民
邱某花独自驾车到光山县白雀园镇串亲戚，路过
106国道九里村路段一口新修池塘时，因冰雪路
滑，不慎连人带车滑入路边池塘中。

徐玉荣叔侄仨正好驾车路过此地，看到有轿
车漂浮在池塘水面，三人立即意识不好。“一定是
有人落水了，赶紧下去救人”！他们赶忙把车停
在路边，迅速下车，徐仲坤率先跑到池塘边，脱下
外套，跳入冰冷刺骨的池塘中。

此时落水的邱某花被卡在车里无法动弹，汽
车落水熄火，冰水不断渗入，如果不及时将人救
出，轿车进水后人很快就会缺氧窒息。

时间就是生命！徐仲坤一人在五六米深水的
塘中无法立即施救，他趁着汽车还飘浮在塘中，奋
力把轿车往岸边推，二伯徐玉荣和哥哥徐仲冰递
过粗树枝在岸上拉，他们仨终于将轿车奋力拖到
岸边，协力将车门撬开，救出被困的邱某花。

好悬！人刚刚从车上救出，轿车随即下沉。
徐玉荣等将冻得瑟瑟发抖的邱某花扶到自家车
里取暖，并帮她找来保暖衣服，这才打电话报警。

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及时和邱某花的亲属
取得联系，并帮助妥善处置车辆打捞、保险等后
续问题。闻讯赶到的邱某花亲属再三对徐玉荣
三人表示感谢。他们却轻描淡写留下一句：“这
没什么，只不过恰好让我们碰上了，无论是谁都
不会见死不救。”

2月 10日上午，受光山县委书记刘勇委托，
白雀园镇党委书记陈新专程带人看望慰问了徐
仲坤、徐仲冰、徐玉荣三人，并为他们见义勇为的
善举点赞。7

淮滨小村
“吉时蛋”节日走俏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朱
丝语 秦怡欣）“这批‘吉时蛋’全部运往北京的各
大商场超市，市场销售十分火爆。”2月 12日，在
淮滨县三空桥乡宋庄村鼎辉食品有限公司厂房
内，负责人郑培德正率领工人，将一箱箱装满“吉
时蛋”的纸箱，装上厢式大货车。

郑培德口中的“吉时蛋”，其实是我们餐桌上
的“常客”皮蛋。2017年，郑培德回乡投资300万
元，成立了鼎辉食品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吉时
蛋”的品牌。短短两年间，“吉时蛋”凭借晶莹剔
透的“颜值”和醇香味美的品质，已远销到上海、
北京、福建等地，最高一天销售量曾高达 8万枚，
成为该县特色农产品的一花“独秀”。

老郑致富不忘乡邻，他的皮蛋厂为20多户贫
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帮助多位残疾和患病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县里在推广精准脱贫‘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电商的
方式把‘吉时蛋’推向全国，让‘吉时蛋’在宋庄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老郑
信心十足地说。7

从“心头”到“地头”
——信阳用活红色资源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里罗城的路，从山间到心间

里罗城村原本没有路。连绵起伏的大别
山，将世界隔在山外，也将贫穷留在了村里。

“外面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下一次山
脚板都得磨起泡，哪能不穷呢。”回忆小时候，
70多岁的里罗城村村民何作忠连连摇头。

要想富，先修路。
上世纪 60年代末，在村民的积极争取和

县乡的支持下，里罗城村才有了第一条通村
土路，全乡唯一一辆国家支援大别山革命老
区建设的“大解放”，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跑
了十多年，把山里的土特产运出去，把山外的
油盐酱醋运进来；

2010 年，一条 3.5 米宽的“村村通”水泥
路直达村部，外出务工的山里人，可以坐上面
包车，去县里，去市里，坐大巴，赶火车，上高
铁，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2014年，这条通村路扩宽至5米，弯道被

取直，“深山明珠”大放异彩，山水田园魅力四
射，来自信阳、武汉、郑州、北京，甚至更远的都
市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看山戏水觅乡愁……

越来越宽的路，将深山小村和外面的大世
界紧紧连在一起，不少里罗城人开始回归大
山，把外面开放的思想和先进技术带回家乡。

“为了纪念山里道路建设给咱们村带来
的巨大变化，俺家农家乐特意取了‘交通酒
家’这个名字。”村里第一个办起农家乐的陈
先福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扶贫攻坚的持续推
进，这几年，“组组串”工程更是将水泥路延伸
到各家各户，村村通公交从村里直达县城仅
仅一小时，里罗城村人终于告别了“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往返县城一大天的历史。

道路好，路路好。便捷的交通，也为里罗
城村人过上好日子铺平了道路。

“我们村的高山茶、板栗、黄花菜等土特
产品质特别好，以前因为路不通运不出去，甚
至烂在山上都没人采，如今路修好了，这些都
成了紧俏货，供不应求。”里罗城村小稻场茶
叶合作社负责人吴建告诉记者，仅茶叶一项，
他家一年轻轻松松赚十多万元。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有里罗城村的
村容村貌。通过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
修大塘、河道，“拆三废”“治四堆”，改造房屋、
改旱厕、实施农电改造，建停车场、文化广场，
有线电视和免费WiFi实现全覆盖，这个昔日
的穷山村旧貌换新颜。

“现在路两边装有太阳能路灯，村里多个
小组建有文化广场，咱村里人也能像城里人
那样，每天晚饭后散散步、跳跳舞了。”里罗城
村支部书记陈启鑫自豪地告诉记者：“如今里
罗城村的路啊，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一条通村路 打开山村新世界

一条致富路 绘出山村新前景

一条初心路 点亮山村新梦想

条条大路通山外条条大路通山外 廖煜廖煜 摄摄

红色文化资源这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如果用不上、用不好，

不仅是一种浪费，更有愧于创造

了它们的革命前辈。

从党员干部延伸出去，以红

色基因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成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