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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高海硕）近日，涉
军维权“信阳模式”微电影《军礼》在新县开拍。

近年来，以信阳为代表的人民法院，不忘老区历史功勋，
担当双拥强军政治责任，切实做好涉军维权工作，形成了独具
老区特色的涉军维权工作经验，被最高人民法院誉为“信阳模
式”，并向全国法院推广。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彰显了人民法
院真正履行“为军人维权就是为祖国维权”的责任担当，践行
了“军人为我们保家卫国、我们为军人保护亲人”的庄重承诺，
实现了“维护军地团结、军民融合”的根本目标，开创了新时期
人民法院拥军优属工作的新思路，成为全国法院涉军维权工
作的新品牌。

新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曾为鄂豫皖苏区
首府所在地，也是涉军维权“信阳模式”的发源地。微电影《军
礼》旨在通过新兴艺术表现形式，扩大涉军维权“信阳模式”的
辐射效应，吸引更多的单位和民众关注涉军维权工作，促进

“信阳模式”在新的起点上再上新台阶。7

涉军维权“信阳模式”
微电影开拍

息县

林水共生扮靓一座城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余江）5月 9日清

晨，晨曦中的息县龙湖公园内花繁草绿，曲径通幽，高楼丽影，
波光粼粼，好一幅“与水共生、依水发展”的美丽画卷。

“水美、景美，早晨来河边散步，舒畅得很呀！”带着妻女正
在公园河边散步的龙湖湾小区居民张伟高兴地说。

这得益于息县持续推进的内河河段综合治理工程。近年
来，他们大力实施城市“双修”，着眼“水清、岸绿、路畅、惠民”
目标，加大截污治污、河道整治力度，加快游园湿地及渠系建
设，系统治理城市内河，增加城市绿化，逐步建设起与沿河大
道、跨河桥梁、绿廊步道相结合的路网体系。

如今行走在息县县城，天蓝水净，道路宽阔，绿树掩映，繁
花似锦，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变绿了、变靓了、变美了。

今年以来，息县又紧紧围绕全面“增绿”“扩绿”要求，以
完善城区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
位、美化城市景观、凸显城市特色为工作重点，高标准打造
错落有致、色彩缤纷的道路绿化景观和五彩斑斓、流光溢彩
的城市夜景，谯楼古城、滨水新城、濮公山风景区、息国故城
文化和生态厨房等“五大城市组团”清晰呈现，城市品位进
一步提升，具有“林城相依、林茂粮丰、城乡一体”特征的森
林城市初步建成。7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花婷）4月 26日，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迎来成立后的首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为展示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打击制假售假的成果，震慑制
假售假违法行为，宣示维护知识产权的信心和决心，市县两级
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了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共销
毁假冒伪劣商品5200余件，价值138万元。

据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孙云宏介绍，信阳将以食
品、药品、儿童用品、老人用品为重点，开展春茶市场整治百日
行动、“保健”市场乱象整治百日行动、打击制售仿冒假冒食品

“春雷行动”和“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等专项治理活动，持
续进行专项整治，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7

信阳开展市场专项治理活动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商品价值138万元

初夏时节忙插秧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海

春日信阳，茶香四溢，宾客纷至。
4月28日，以“茶界的盛会，市民的节日”

为主题的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如期开幕。
一片叶绿了一道山、美了一座城、富

了一方人，更成为信阳惠民的载体、富民
的产业、烫金的名片、撩人的舞台，成为邀
约中外客商共襄盛事的平台、向世界传递
中国毛尖之都“好声音”的媒介。

近30年来，信阳始终坚持以“兴茶、富
民、强市”为办节宗旨，以传承和弘扬茶文
化为使命，不仅形成与外界经贸交流、文
化交往、产业融合、跨界合作的新格局，更
成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奋力谱写茶产业和茶文
化发展新篇章的创新之举。

正如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尚朝阳在
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言：信阳是茶的故乡，
山水因茶而多姿多彩，城市因茶而美丽宜
居，百姓因茶而从容自信。信阳茶沐浴荣
光、温润中和、匠心执着、开放包容、前景
无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信阳茶已经
成为我们远航之帆的主色调，我们将坚持
以茶会友，扩大开放、加强交流，奋力谱写
茶产业发展新篇章。

以茶兴节
生态信阳异彩生

在每年茶香四溢的时节，茶文化节都
如期而至。27载的传承，茶文化节早已成
为信阳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一块金字招
牌，是信阳年度经贸活动重要平台。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
说：办好茶文化节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具
体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实
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提升城市品位的
重要载体、检验干部作风的重要平台。

秉承多年来“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
办节理念，本届茶文化节推出的十项主要

活动与茶紧密相连，信阳茶业博览会、全
国绿红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环南湾湖特
色茶旅体验活动、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
大赛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山水信阳、
休闲茶都的独特魅力。

共签约项目 46个，总投资额 254.4亿
元。在 4月 29日举行的第二届信商大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南商会、信阳商会
代表，信阳籍在外企业家代表和参加茶文
化节的部分嘉宾、客商代表齐聚一堂，以

“相聚信阳、共赢发展”为使命，畅叙乡情，
深化合作，共绘新时代信阳高质量发展新
画卷。

同日下午，信阳出口茶企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举行贸易对接洽谈会，共签
下超 3亿元出口大单，与会代表一起分析
研判当前国际茶业贸易形势，探索创新茶
业贸易合作方式，搭建互利共赢平台，持
续推动信阳茶开拓国际市场。围绕“乡村
振兴、产业支撑、品牌发展”举办的中国国
际茶商大会暨茶界对话会上，多位茶界大
咖思想碰撞，为兴茶富农强市献计献策。

“让信阳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信
阳”，信阳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以节惠民
活力信阳最宜人

“好山，好水，好茶！茶旅体验很棒！
信阳真是个好地方！”在本届茶文化节茶
旅融合特色体验地——环南湾湖百里茶
廊，络绎不绝的游客，置身于绵延起伏的
茶山美景中，不断发出惊叹。穿梭于百
里茶廊，不仅能了解信阳毛尖茶的历史，
观看茶农手工炒茶技艺，还能体验茶乡
的风土人情，充分感受中国毛尖之都的
魅力。

如今，按照景区标准精心打造的百
里茶廊集吃、住、游、购于一体，不仅成为
信阳全域旅游新的打卡地，也催生出新
的业态，富了一方百姓，真正将绿水青山
变成了金山银山。

4月 28日茶文化节开幕当天，百花会
展中心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信阳茶
业博览会、信阳茶旅游及旅游产品展、信
阳特色农产品展、信阳森林旅游展“四展
联办”，连续 4天的展览，万余平方米的展
厅，不仅有各种展示展销、品牌宣传、产
品推介、新品发布、企业交流、茶艺表演
等活动，还能让市民和游客“淘”到信阳
以及全国各地的茶产品和特色农产品。

为向八方来宾和广大市民提供更
好、更丰富的赏茶旅游体验，信阳在茶文
化节期间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免费
提供公交乘车卡 (票)，免费提供景区门
票，免费提供全市精品旅游地图，进一步
扩大市民参与度，提升游客满意度。

专家指出，以节惠民的“信阳模式”，
破除了旅游“门票经济”壁垒，推进了产
业转型升级，把茶文化节带来的巨量旅
游人次转化成更多效益，使信阳茶文化节
真正成为茶界的盛会、市民的节日。

点茶成金
实力信阳日日新

“ 茶 + 经 贸 ”“ 茶 + 旅 游 ”“ 茶 + 文

化”……多年来，信阳茶文化节
以“茶+”的方式不断扩大办节
外延，整合当地丰富的红色、绿
色旅游资源，搭建商贸洽谈合
作、旅游产品展示的高端平
台，以推动茶旅、茶经济一体化
发展。

在“茶+经济”方面，举办信
商大会、茶商大会、茶旅游及旅游

产品展、信阳特色产品展等，通过
“茶+经贸”“茶+旅游”的方式，借助于

茶文化节和信阳茶的品牌影响力，整合全
市丰富的红色、绿色旅游资源，推介新兴产
业和重点项目，搭建商贸洽谈合作、旅游产
品展示的高端平台，加快招商引资步伐，推
动茶旅一体化发展，实现茶产业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茶+文化”方面，举办了茶歌茶舞
表演、信阳毛尖传统手工炒制大赛、国际
山地徒步大会、全国自行车公开赛、鸡公
山文化艺术周等文体活动，通过“文化+”
的方式，挖掘整合信阳市茶历史文化资
源，提升节会文化品位和艺术内涵，弘扬
历史传统，彰显地方特色，用文化为节会
增添新魅力，为茶产业增添新动能，实现
节会水平质的飞跃，为茶文化节这一老牌
节会增添新看点、新魅力。同时丰富茶产
品的多元性，创新创造茶精神产品，鼓励
倡导精制细做的工匠精神，为茶产业转型
升级提供新尝试、新可能。

一缕香一座城，一盛会一桥梁。我们
欣喜地看到，山水因茶而多姿多彩，城市
因茶而美丽宜居，百姓因茶而从容自信。

今年的茶文化节，恰逢信阳解放 7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浩荡奔腾的
时间长河里，总有一些事会成为历史节
点，决定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27 届茶
节长盛不衰，信阳茶推动和见证着信阳的
观念之变、城市之变、茶乡之变、发展之
变，也必将成为信阳远航之帆的主色调，
为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蓄
力添彩。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谢万柏

肩挑一根扁担，诚信为本，使信阳茶
香飘大江南北；市场打拼三十余载，以茶
立业，人送外号“云雾茶人”；心怀感恩之
心，返乡创业，帮扶贫困茶农上千人。

他，就是光山县凉亭乡赛山悟道生态
茶业合作社负责人匡祯超。

匡祯超早年因贫辍学，肩挑茶叶，走
出光山，凭着山里人的实诚，终于在人生
地不熟的武汉扎下根来，让茶香氤氲的
江城中有了信阳毛尖的醇厚味道。

1985年春，他开始拜中原著名茶人、
当代制茶大师陈明华为师，刻苦学习制
茶技艺，逐渐掌握了信阳毛尖传统制茶
技艺。1988 年，乡里聘任他为凉亭茶叶
开发公司市场销售负责人。靠着多年茶
市打拼积攒的名气和人脉，他迅速将家
乡出产的“凉亭”牌茶叶卖到全国各地，

“中国名茶之乡”凉亭的美名享誉大江南
北 。 1992 年 ，他 顺
势而为，创立武汉市
云雾茶叶公司，致力
于把信阳毛尖卖到
更远更广阔的地方。

2012
年 ，生 意 越
做 越 大、日
子越过越好

的匡祯超，响应家乡号召返乡创业，创办了
赛山悟道生态茶业科技有限公司。他先后
累计流转土地4200余亩，建成绿色食品认
证茶叶种植基地和标准化有机茶叶育苗基
地，投巨资新建 3600平方米的现代化、标
准化茶叶加工车间，建成自动化茶叶生产
线4条，倾心打造集茶苗培育、茶叶种植、茶
叶加工、茶产品开发和销售于一体的茶业
全产业链，推动家乡茶产业转型升级。如
今，公司茶叶年产量已达650吨。

匡祯超还通过创办的赛山悟道生态
茶业合作社，与杨河、光明、石盘冲等 6个
村 400余户 1260位贫困户签订产业扶贫
协议，带领他们一起依靠种茶制茶卖茶增
收脱贫。

为不断提高茶业效益，满足市场多元
需要，匡祯超积极推动产业创新和改革，
大力推广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推广种植
中白 1号、中黄 3号、黄金芽、中茶 108等
优良品种，研发出赛山玉莲、赛山白茶、悟
道黄金茶、玉莲飘雪茉莉花茶等新品。

天道酬勤。匡祯超与师傅陈明华多
年倾心制好茶，合作社生产的“赛山玉
莲”连续多年捧回国际、国内茶叶大奖，
还被评为我省著名商标。赛山悟道生态
茶业公司被评为“精准扶贫产业帮扶示
范企业”，荣获“脱贫攻坚精准帮扶贡献
奖”，还被评为“茶产业扶贫优秀企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项目”，匡祯超也
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小茶叶做成了大产业，小茶叶也富裕
了万千家。

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的余弟来，靠
着信阳茶产业的飞速发展，走出一条不同
寻常的种茶致富路。

今年 63 岁的余弟来，原是商城县丝
绸厂的下岗工人。远赴温州务工多年、深
受背井离乡之苦的他，瞅准家乡茶产业发
展迅速、茶苗紧缺的状况，和妻子一商量，
决定回乡搭建温室大棚，尝试培育茶苗增
加收入。

“当时琢磨着这件事很少有人做，又
有市场需求，收益一定可观。”见过世面又
有头脑的余弟来如此盘算着。

做的人少，说明难度大，风险也就
高。2014 年，余弟来首先在自家的几分
地上试着搞起茶苗培育，因为不懂技术，
第一次投入的一万多元打了水漂。

“俺俩心疼得好几天吃不下饭。”余弟
来回忆，“可也不能一遇挫折就放弃啊。”
凭着不服输的劲头，余弟来四处请教，边
实践边摸索，终于在 2016年育苗成功，当
年靠着卖茶苗实现增收近2万元。

尝到甜头的余弟来夫妇决定扩大育苗
规模，可土地、资金、技术问题怎么解决？

“多亏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余弟
来告诉记者，没有场地，村干部出面协调
租了 30多亩；没有资金，乡里帮忙申请带
贫产业无息贷款 15万元；没有技术，县农
技推广站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扦插、拔草、灌溉、施肥、壮苗、治虫……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勃勃生机，30多亩的苗
圃基地里，茶苗如同翠绿的五线谱排满了
田块，长势喜人。

“我家培育的槠叶齐、大白豪，比普通
茶早上市10到 15天，不愁卖。”余弟来说，
像他家这样规模的茶苗基地，周边县区还
真不多，仅 2018年，他就卖出 120多万株
茶苗，收入十五六万元。

“我们也都是受益人呢。”正在苗圃除
草的贫困户张永兰乐呵呵地说，她在余弟
来的苗圃基地做零工，一年能挣 1万元左
右。而像她这样在苗圃基地里务工的贫
困户有20多户，年收入都超过8000元。

“我想今年再流转十来亩地，走‘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的乡亲一
起，靠着茶产业发展走上致富路。”站在自家
新建的楼房前，擦拭着新购的小轿车，余弟
来兴奋地说。7

心醉草木间 香动信阳城
——第27届信阳茶文化节综述

余弟来 别样种茶致富路

淮滨县王店乡半岗村胡伟专业种植合作社通过推广种植
再生稻，让农民尝到甜头，今年种植规模扩大到 700多亩。
图为育秧大棚里，合作社负责人吴昌秀正在为再生稻秧苗浇
水。7 秦怡欣 朱丝语 摄

初夏时节，光山县80多万亩水稻进入移栽期，田间地头
处处可见农民操作插秧机或人工栽插水稻的场景，展现一幅
繁忙有序的耕种画卷。图为 5月 4日，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
合作社社员正在用插秧机移栽秧苗。7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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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叠翠入云巅 王哲 摄

一脉相承香千年 王哲 摄

巧手采得碧玉归 王哲 摄

匡祯超 一生倾心为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