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程一桐

初夏时节，新县千斤乡喻冲村的草莓葡萄采摘园里热
闹起来，摘草莓的人络绎不绝，草莓园老板胡裕每日忙得
不亦乐乎。

“总共300斤，你瞅准了，保证只多不少。”胡裕边把装
满草莓的箩筐搬上车，边和城里来的老板王全海攀谈着。

“这奶油草莓又大又甜，卖得可快了！”妻子余自英熟
练地点着刚到手的一沓钞票，嘴里乐呵呵地念叨着。

今年57岁的胡裕，皮肤晒得黝黑，看起来格外结实，妻
子和他同岁，精干的模样一点都不逊色。一家六口，儿子媳
妇常年在意大利务工，女儿在县里上班，孙子上全托幼儿
园，夫妻俩照看着偌大的草莓葡萄园，一个懂技术，一个擅
营销，生意越做越红火，还带动周边20多位村民务工增收。

夫妻俩种草莓，要从 4年前的 4月说起。那次他们前
往邻县收茶籽，路过一片草莓地时，鲜红的草莓让人垂涎
欲滴，就停下来买了两斤带回给孩子们尝尝。

“孩子都说好吃，我就想着咱能不能自己也种点。”一周
后，胡裕又去收货，回来时特意去了草莓基地和老板聊起
来，当听说头茬草莓每斤能卖40元时，彻底让他动了心。

没技术可不敢乱开张。琢磨良久，胡裕去了安徽省长丰
县拜师学艺。回来后和乡村领导一汇报，在他们的支持下，以
每亩300元的价钱租下了路边一片荒废的田地。夫妻俩拿出
多年的积蓄，开始招帮工建大棚。随后又专程到安徽请来师
傅带来技术和种苗，夫妻俩的草莓致富梦开始了。

“分类种植是关键。”聪明能干的胡裕在很短的时间里
总结出了一套种植方法，头一年他种了酸甜的“法兰地”和
香甜的“奶油”两种草莓，很受欢迎，市场供不应求。尽管
遭受了 2016年 7月的暴雨和 2017年的雪灾，但在政府的
帮扶下，夫妻俩扛过了难关。

2017年，夫妻俩将园区扩大到 70亩，引进高品质的
“太空草莓”，又增加了葡萄种植，满足不同季节不同口味
人群的需要。

2018年，县里举办年货展销会，胡裕培育的草莓获得
全县草莓单个质量评比第一名，前来采摘的人更多了。他
们顺势而为，已经发展起 22个草莓大棚，20亩葡萄园，吸
收周边 20余名贫困村民前来务工，人均年增收4000元以
上。胡裕也因此获得“脱贫路上好党员”、全县“创业带富
之星”的称号。

“在乡村振兴战略鼓舞下，我准备在此基础上发展旅
游观光农业，带领更多的乡亲们致富奔小康。”谈及未来发
展，夫妻俩兴奋地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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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园里话幸福

信阳故事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韩浩 李鹏

2019年 4月 24日 5时 20分，天刚亮，
淮滨县公路局人事股长、邓湾乡罗营村扶
贫帮扶队员刘光立就起床了。

做教师的妻子丁亚茹外出学习，刘光立
简单洗漱后，开始为上高一的女儿和八年级
的儿子刘子煜做早饭。送走孩子，已是6时
30分，刘光立急忙赶到单位，整理好当天的
扶贫资料，7时30分准时向罗营村出发。

“你好，请问龙成建的贷款发放下来了
吗？”8时 20分，路过县农商行邓湾支行，刘
光立咨询完贫困户贷户用贷款落实情况
后，又立即往罗营赶，9时他要准时参加村

里的“2019年度贫困户‘1+n+m’帮扶措施
及成效预测表”填写培训会。会后，开始和
市派第一书记张涛反复讨论部分贫困户的

“1+n+m”帮扶措施及成效预测表填写的有
关问题。

为了核实一组贫困户张胜华家各项收
入情况，10时 20分，刘光立带人来到张胜
华家中，与他家人细细攀谈，鼓励张胜华争
当基层优秀党员，带头致富，带领其他贫困
户一同脱贫。

11时40分，走在刚刚修好的扶贫路上，
七组贫困户凡春姚老远跑过来，拉着刘光立
的手兴奋地说：“要不是你跑前跑后帮我们跑
来项目款，修好扶贫路，我们还得继续过着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苦日子。如今

好了，下地种庄稼，进城卖粮食，再也不用肩
挑手扛了，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拖拉机直接下
地头，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感谢你的帮助，
俺儿子、孙女在萧山都找到活了，每月能挣三
3000多呢，你放心，俺家的苦日子到头了。”

12时 50分，刘光立在村部边吃午饭，
边拉来县派第一书记周俊，和张涛一起商
讨起如何加大“博辉”灯具厂的扶持力度，
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罗营村的脱贫步伐。

吃完午饭，顾不上休息，刘光立开始逐
个给几位外出务工的贫困户打电话，详细
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收入。

“吕伟，你现在在哪里？生意好吗？”
“我现在在温州，过了年到现在活很

多，就是人手不够，生意订单已排到 6月份

了，你给我联系的这家公司真好！太感谢
你了刘叔。”

…………
“爸爸，你什么时间回来？”
“子煜，我今天不能给你做饭了，你在

家门口那个饭馆下碗面吃，吃了饭抓紧写
作业。”夜幕降临，忙碌的刘光立没忘了无
人照看的孩子。

19时 30分，刘光立驾车从村里回到办
公室，打开电脑，开始逐条登记当天落实的
三个贫困户的“1+n+m”帮扶措施及成效预
测表等详细信息。

20时 40分，终于完成一天的工作后，
刘光立轻轻撕下了 2019年 4月 24日的日
历。7

扶贫干部的一天15小时

始建于1996年的潢川火车站，
是京九铁路和宁西铁路的重要交会
站，为武汉铁路局下辖的二等站，周
边人流密集，过往车次繁忙。因为
建站早，配套设施陈旧落后，站前广
场破旧不堪，早已无法满足当地群
众客货运需要，群众期盼早日改造
升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潢川县
委书记、潢川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赵
亮说，“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结合地下人防工程建设，当前
他们正在加紧推进站前广场改造项
目。

如果说火车站广场事关潢川整
体形象，那么污水管网工程建设则
是一项看不见的民生工程。

2017年之前，开发区境内没有
一寸污水管网，众多食品加工企业
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为了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自2016年年底开
始，潢川经济开发区启动总投资3491
万元、长达29公里的污水管网工程建
设，全部建成后服务面积达 11.6平
方公里，实现建成区全覆盖，并可涵
盖未来开发区中长期发展规划。

“高质量的发展首先是绿色的
发展，我们再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换来经济的发展，却留下还不尽
的子孙债。”潢川县县长、潢川经济
开发区党委副书记兰恩民坦言，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守护好一方碧水蓝天，走绿色发
展道路，成为大家的广泛共识。

为此，他们抢抓机遇，重新审视
发展定位，并在新发展规划中坚持把
环保放在首位，注重立足区位交通优
势、产业优势积淀和人力资源优势，
依托现有食品加工、物流两大主导产
业，确定以“互联网+”、大数据、智慧
康养、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为发展方
向，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朝着建成大别山片
区区域信息和物流枢纽中心，全力争
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目标阔
步迈进。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绪伟）
“妈妈，我爱你！”5月11日，商城县母亲节“孝善敬老”主题活
动在河风桥乡田湾社区温情举行，数百人向自己的母亲高
声喊出发自肺腑而又饱含深情的话语，让现场所有人泪奔。

向母亲献花、为母亲梳头、给母亲洗脚、喂母亲吃蛋
糕、和母亲说说心里话……60个爱心家庭代表，以各种实
际行动，真情演绎感恩母亲之心。文艺志愿者们献上的
《烛光里的妈妈》《母亲》《白发亲娘》《夸媳妇》等歌舞节目，
不时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我们虽然不是亲生母女，18年相亲相爱胜似亲生母
女。”鄢岗镇尹岗村窑岗组的庞俊梅动情地挽着 66岁的婆
婆张开芳的手说，“您就是我的亲妈，我会永远孝敬您！”

据商城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李建国介
绍，该县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母亲节感恩活动，希望越
来越多的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良好家风，积极践行
孝善敬老，让“真、善、美”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7

商城县

母亲节孝善敬老倡文明

地方传真

浉河区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徐铭 李晓勇）
为持续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入农
家，4月中下旬，来自信阳市浉河区的 13名农村党支部书
记、脱贫致富能手、中小学校长开始“党的创新理论进基
层”宣讲员选拔赛。

配合精心准备的幻灯片、视频和背景音乐，选手们紧
扣主题，用生动、鲜活的事例，富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语言，
不时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比赛评出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选
手，将开始走进田间地头、农村社区，持续为群众宣讲，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7

扶贫故事

淮滨县积极引导期思镇、王店乡、张庄乡、谷堆乡四乡
镇农民栽植紫云英，总面积达上万亩，春季花开，艳丽无
比。花期过后，不仅能肥田增产，每亩还可收种子 200余
斤，获利上千元。图为王店乡半岗村村民胡志寿正在查看
紫云英的长势情况。7（朱丝语 秦怡欣 摄）

5月 11日，光山县举办司
马光农耕文化节暨首届司马光
小镇插秧节。他们将农事活动
与休闲旅游度假相结合，插秧
竞赛、摸鱼比赛、农事体验等活
动与文艺展演、诗歌朗诵，以及
品鉴光山十宝、司马光家宴等
活动精彩上演，吸引近万名游
客观光体验。图为插秧比赛时
的壮观场面。7

（盛鹏 上官幼林 摄）

司马光农耕文化节
再现乡村盛景

潢川经济开发区
破局之路怎样走破局之路怎样走

作为首批通过国家
部委审核公告的省级开
发区，受原有体制制约，9
年没征过一寸土地，谈好
的招商引资项目落不了
地，该如何解围纾困？京
九、宁西两大铁路干线交
会于此，沪陕、大广高速
近在咫尺，开发区却被过
境铁路物理分割，又该如
何破局发展？《大别山革
命老区振兴计划》加紧推
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发
展规划》获批实施，淮河
航道通江达海，明港机场
正式通航，潢川机场建设
有序推进，能否抢抓机
遇，加快区域信息和物流
枢纽中心的规划建设？

困难与机遇同在。潢
川经济开发区秉持新发展
理念，担当作为，开拓创
新，着力推动县区融合发
展，开启破局腾飞的发展
新篇。

淮滨县

紫云英增“色”又增收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起吊！”4月 23日 12时 18
分，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
一根重达 240吨的预制箱梁，被
庞大的架桥机稳稳吊起，缓缓由
东向西移动。经过近百分钟的
连续作业，长度超过 43米的中
心箱梁被稳稳放下，潢川公跨铁
立交桥首次预制箱梁跨越铁路
架设作业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国内目前工程难度系
数最大、耗时最长、跨度最大的
公跨铁简支变连续公路桥梁的
施工作业。”中铁建大桥工程局
潢川公跨铁立交桥项目经理刘
战辉自豪地说。

作为宁西铁路增建二线工
程变更项目，潢川公跨铁立交桥

可谓是一座必将载入潢川发展
建设史册的战略桥和扶贫桥。
它同时跨越京九和宁西铁路，每
天通过列车高达180多趟。建设
过程中，需要同时跨越 6条铁路
线。

专程赶到现场协助施工作
业的潢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陈成介绍，筹建于 1994 年
的潢川经济开发区，具有优越
的交通区位和便利的公路、铁
路运输条件，具有建设大别山
片区区域信息和物流枢纽中心
的天然优势，吸引中石化、中石
油、中储粮等在此建有区域中
转储备库，“世界鸭王”华英集
团饲料储备库也落地于此，还

培育出黄国粮业、金星啤酒、遍
地金粮油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十余家，入驻企业总数已达
209家。

京九、宁西铁路穿境而过，
带来便利铁路运输的同时，也将
潢川经济开发区割裂成东西两
部分，切断了 G312、G106 两条
国道的连通，客观上成为限制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经多方协调，在中国铁路
总公司的支持下，2017年 7月，
投资6000余万元的潢川公跨铁
立交桥开工建设，经此连通两条
国道，长 4.6 公里、宽 21米的发
展大道也即将上马。今年年底
一桥一路建成后，潢川经济开发
区将完全融为一体，多式联运优
势更加凸显，在此建成区域性
信息和物流枢纽中心指日可待。

建成一座桥 下活一盘棋

“终于等来这片地的建设开
发了！”潢川县弋阳街道办事处王
香铺村北庄村民组年近七旬的老
队长杨文发兴奋地说。

王香铺村地处城乡接合部，纳
入潢川城市发展规划后，村民生产
生活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浅山丘陵
道路水网不畅，农机无法耕作，村
民只能栽苗木，又因不成规模销售
困难，期盼开发的呼声强烈。

县区融合体制机制建立后，
在潢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广泛宣传和发动，潢川经
济开发区圆满完成王香铺村653
亩集体土地的征收任务，所涉村
民无不拍手称赞。

“毋庸讳言，土地征收是块难啃

的硬骨头。”开发区南部片区指挥
长、区社会事业局局长方智表示，征
地之初，他们就综合考虑提出科学
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得到普遍支持。

根据规划，这里将建成纵横
贯通、连接京九大道的交通干
线，构建主次支三级路网结构，
沿区域内蔡氏河建设滨河景观
带，打造樱花步道，建设集骑行、
游憩、休闲于一体的带状公园及
滨河廊道，招商引资建设泰合苑
智慧医养社区和社区综合医院、
老年护理院，将现有京九外国语
学校扩建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整
体迁建王香铺村部，新建文化广
场、村民活动中心，建设包括多
媒体城市规划展示平台、大数据

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电子商务
平台、农副产品检验检测平台、
主导产业产品展示平台及多媒
体商务洽谈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平台，致力于将王香铺村打造为
乡村振兴、产城融合、生态康养
的示范区和高端智能制造、新金
融产业的发展区。

如今，由河南建业集团与河
南摩恩置业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总投资4.6亿元的泰合苑智慧医
养社区正在抓紧推进。

“基层工作说难就难，说不难
也不难。”潢川县委副书记、潢川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余华感慨
地说，“多为群众想一分，群众支
持一片心。王香铺村土地的盘
活，不仅是创新发展开新局的有
益探索，更是倾心为民获赞誉的
成功实践。”

征来一片地 发展开新局

守得一片天
不留子孙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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