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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郭晓雨 王陈阳）5
月 31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驻固始县柳树店乡专职扶
贫副书记郑红玲悉心收集的驻村贫困儿童的“微心愿”，立即在
全院范围开展“情暖童心点亮微心愿”活动，仅用短短两个小
时，47个“微心愿”全部认领完毕，不到一周时间，礼物集齐待
发，并在“六一”儿童节前，把礼物全部送到孩子们手中。

与节日礼物一起送给孩子们的，还有法官叔叔阿姨们精
心准备的一堂法治课。周永胜法官以未成年人沉迷手机游
戏为例，通过讲解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孩子们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
社会不良风气，勉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在学习和生活中
敬畏法律、远离网游、积极进取。

张玲法官则围绕农村易发犯罪类型案例，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村民们讲授相关法律知识，介绍正在开展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情况，现场答疑解惑，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懂
法、守法，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舆论氛围。8

信阳中院

爱心点亮贫困儿童“微心愿”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花婷）每日下午
放学铃声响起后，信阳市第九小学的学生们，都没有急着离
开校园回家，而是兴高采烈地前往各个教室或者操场上，参
加由学校教师志愿者联盟开设的课后兴趣班。

教室里，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练字的潜心习练；操场
上，足球小将、跆拳道达人、花样跳绳小选手练得正欢……

“我爷爷特别喜欢京剧。你看，在老师指导下，我把捡来
的石头画上京剧人物脸谱，带回家送给他，他一定喜欢。”6月
4日，正在石头上画画的三年级二班学生吴妙可，停下手中的
画笔，高兴地说。

五年级四班的学生程代想则动作娴熟地织着围巾，她略
带腼腆地说：“妈妈生日快到了，我要亲手织一条围巾送给
她，这样到冬天的时候，妈妈就不怕冷了。”

舞动童年、“棋”开得胜、巧手灵石、花样诵读、奥尔夫音
乐……各具特色的多彩课程，共涉及美术书法、音舞弹唱、体
育健身、动手实践和声乐器乐等 5 大类，开设了 16 个兴趣
班。这些个性化的课程，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搭建起一个崭
新的平台，充分发现并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让他们真正
从课后活动中受益。

据介绍，信阳市九小充分发挥教师的优势和特长，秉承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以真诚的爱心和
教书育人的责任，用每位教师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越来
越多的社会爱心人士，携手践行志愿服务精神。2017年，该
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课后服务建设示范点”。

如今，信阳市九小报名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已近 2000
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 98%，已累计开展课后服务课程
6500余课时。学校通过持续开展课后服务课程建设，激发了
教师的创新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全面成长，带动了社会爱心
人士的广泛参与，更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学校先后荣
获“河南省书香校园”“河南省教师发展学校”“河南省最具成
长力学校”“河南省卓越家长学校”等多项殊荣。

“开展教师志愿者课后服务活动，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增
强学校教育服务能力、让群众获得更多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第九小学校长周雁翎信心满满地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
把课后服务做成百姓赞赏，孩子受益的民心工程，做新时代
追梦人，用奋进之笔书写新时代的教育答卷！8

信阳市九小

“课后服务示范”备受赞誉

信阳吹响乡村振兴冲锋号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全票通过！”
6月 4日上午，会场工作人员认真清点

并报告统计的表决结果后，信阳市委书记
乔新江当即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信阳
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草
案）》表决通过。”

400多人的会场内，迅即掌声雷动。
市委全会通过了什么决议？能让乡村

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如此欢欣鼓舞？
会议一结束，特邀代表、光山县文殊乡

东岳村党支部书记杨长家就激动地告诉记
者：“太好了，这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条
条关乎乡村振兴，项项深入农民心坎。”

信阳市市长尚朝阳表示，广大农民群
众和乡村基层干部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
和中坚，我们必须认真了解和倾听他们的
真实意愿和呼声，出台的政策措施才带有
鲜活的泥土气息。

多位参加会议的代表证实，引发与会
代表热烈讨论并受到广泛欢迎的这六份文
件 是《 信 阳 市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人民
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中共信阳市委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励关爱乡村
干部的实施意见（试行）》《中共信阳市委信
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
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十条政策措施》《信阳市
纪委监委积极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10条措施》和《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乡村振
兴示范村实施方案》。

记者会后拿到《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促
进乡村振兴的十条政策措施》，该措施明
确，市、县两级每年分别至少拿出 1000万
元和 500万元，支持扶持各类人员返乡下
乡创业；优化金融服务，为符合条件的返乡
下乡创业人员，提供 15万至 150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全面落实支持返乡下乡创业
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优先场地物业支持、
细化项目指导和改进政务服务等十项政策

措施，项项深入人心。
罗山县金凤家庭农场负责人、90后返

乡创业大学生罗娜高兴地说：“从中央到地
方，有这么多的关注和支持，我相信未来的
乡村会越来越美，未来农业发展更是大有
可为！”

另一项深受乡村基层干部欢迎的《中
共信阳市委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激励关爱乡村干部的实施意见（试行）》
则明确了向乡镇和街道调剂行政或事业
编制 10-15 名，探索开展优秀年轻村党

组织书记学历教育、加大乡镇（街道）党
政正职选用力度、从乡镇（街道）事业编
制人员和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
领导、推进市县机关和乡镇干部双向交
流任职、提高条件艰苦的乡镇工作补贴
等具体激励措施。

刚刚走出会场的商城县伏山乡党委书
记李献林兴奋地说：“这些具体激励政策和
措施，传达出市委市政府非常坚定明确的
决心，那就是‘让担当者更有担当，让有为
者更有作为’，无疑给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吃

了一颗‘定心丸’，打了一针‘强心针’，回去
后大伙儿的劲头就更足啦！”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表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是一篇大文章，
是新时期赶考路上的“时代之问”，考验的
是我们的政治能力、体现的是我们的政治
担当。只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进一步明确目标、把准方
向、走对路子，才能不断把乡村振兴的信阳
实践引向深入。8

双椿铺黄茶园春季美如画 曹良刚 摄

图说信阳

返乡创业的“商城力量”

5月中旬以来，固始县春秧栽插全面铺开，村民采用机
插、人工插、直播等多种形式，抢天夺时，整田插秧，截至5月
底，全县水稻栽种面积完成 80多万亩，占总面积的 85%以
上。图为徐集乡八庙村惠丰种植合作社社员正在马寨村为
乡亲们插秧。8 丁昌铭 摄

5月 29日，潢川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走进该县第七小
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多媒体教学片，现场讲解毒品危
害和防毒拒毒基本常识等形式，呼吁广大师生多了解毒品知
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图为禁毒民警正在向学生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8 刘明军 摄

坐落在大别山下的商城

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大

县，劳务输出大县。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时

代潮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外出务工，一批批踏实肯干的

优秀务工者脱颖而出，在外事

业有成。

如今，随着党和政府各项

政策的引导和激励，越来越多

的商城儿女把他们多年在外打

拼积累的资金、技术、人脉带回

家乡，加入返乡创业大军，成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推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信阳掀开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刘宏冰 摄

脱贫攻坚增动力

“我家两个孩子上学，种有十亩田地，
没法出远门。”6月 3日，正在商城县余集镇
月美制衣厂忙碌的莲塘村贫困户周芳坦言，

“自从进了家门口的制衣厂，既照顾了家，还
打工挣了钱，去年我们家已经脱贫啦。”

创办月美制衣厂的是在深圳务工多年
的本村村民余行菊夫妇。在各级政府扶持
下，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制衣厂已实现年
加工生产服装2万件，发往浙江杭州、诸暨
和湖北武汉等地鞋服市场。聘用像周芳这
样的当地留守妇女近百人，其中一半以上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每月增收2000余
元，很好地激发了当地贫困家庭依
靠劳动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

无独有偶，余集镇花湾村的贫困户花
少成，2013年返乡创办锦华手袋厂，年加
工手提包近 20万个，不仅自己甩掉了“贫
困帽”，还带动附近 40多户贫困群众增收
脱贫。

在该县返乡创业人士胡尔红创办的双
椿铺镇尔宏羽毛工艺有限公司内，一件件
由火鸡毛、鸵鸟毛、孔雀毛制作出的羽毛
扇、羽毛绒条、羽毛面具、羽毛围巾等羽毛
产品琳琅满目，色彩缤纷。

据介绍，他们能自主生产上千种羽毛
工艺品，出口到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年
创汇 2000多万美元，在 11个村组建立了
小“扶贫车间”，通过“巧媳妇+”工程和到
户增收项目，带动 400余户 500多人在家
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脱贫。

近年来，商城县大力发展“归雁经济”，
一大批返乡创业人士回乡创办各种经济实
体，在乡村建起上百个“扶贫车间”，成为乡
村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帮助7000多位有
就业愿望，但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村妇女、留
守老人和轻微残障人员等在家门口实现了
就业增收。

乡村振兴当前锋

商城县原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杨淑娟是一位 90后女孩，2016 年她毅
然辞去在杭州阿里巴巴的职务，立志返乡
把山里的山珍野味卖到全国去。

杨淑娟回乡后，很快团结了一批有着
相同志向的年轻人，发展起60多人的专业
电商团队，采取“互联网+现代生态农业”
的创新模式，助推商城地方特色农产品“上
网触电”，卖向全国。至2018年年底，他们
已累计销售订单 200万单，累计交易额达
2700万元。他们还在政府扶持下，通过成
立电子商务创业协会，举办电商培训班 22
期，培训各类电商人才 1200余人，帮助开
办淘宝和微商店铺近万个，有力引领了该

县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成为乡

村振兴的带头人。
鄢岗镇双楼村返乡创业人士夏厚锋，

被聘为“名誉村长”，积极主动参与和支持
家乡建设，投资 1000多万元植树造林，助
力当地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在他的带动
下，全镇22名返乡创业人士成为各自所在
村的“名誉村长”，同时也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的领头人。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该县充分
认识到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保
障。他们紧抓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历史机
遇，研究出台多项优惠扶持政策，吸引在外
成功人士、大学生和企业家返乡创业。据
统计，近两年，全县发放创业扶持资金及示
范带贫基地奖励资金 800余万元，吸引返
乡创业人士近万人。

生态建设引活水

随着前几年伏山乡里罗城村的“美丽
嬗变”，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引来该县返乡
创业人士王小满，创立大别明珠田园综合
体，依托里罗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红色

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康养、旅游观光和乡村
民宿等崭新业态，致力于把田园变公园，把
农区变景区，把劳动变游乐，把农民变股
民，走活乡村生态发展新路径。

今年“五一”假期，第二届大别山插秧
节欢乐开幕，鄂豫皖三省近万名游客来到
这里，比赛插秧、摸泥鳅、踩水车、看农耕表
演，观山景、戏溪水、游田园、品商城春宴，
小山村里乐翻天。

伏山乡党委书记李献林坦言，通过连
续四届成功举办“大美里罗城”民俗旅游文
化节，这里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丰富的红色
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2018年，小小
山村全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为当地
群众带来旅游收入750余万元。在里罗城
的示范引领下，伏山乡成为全省首批乡村
振兴试点乡镇。

阳春三月，商城县双椿铺镇顾畈村
800余亩的黄茶种植基地内，每日数百名
采茶工人背着竹篓上山岗，成为当地一景。

这片黄茶园是严长彬、严长来、严长
华、严长芳兄妹四人在 2014 年年初栽下
的。像这么大规模、连成片的黄茶园，在信
阳市乃至河南都很少见。

春天里，这片黄茶园里，与茶叶一起种
下的桃花、梨花、樱桃花争相盛开，更引得
不少游客纷至沓来，打卡拍照，这里逐渐成
为“网红茶园”。

按照“合作社+贫困户”的帮扶模式，
他们通过合作社社员加盟、流转村民荒山
和旱地，以及为周边乡村贫困群众提供就
业岗位等多种形式，引导发展黄茶产业。

双椿铺镇党委书记梅楚平表示，黄茶
园的成功，更坚定了他们依托良好的自然
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特色产业，走好

“生态+”的发展路子。8

下图：大别山插秧节把传统农事活动
变成文化旅游项目 刘宏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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