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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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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明 马晓冲

“去年我编织稻草绳收入1万多元，现在家里成品
草绳还有2000多卷，价值8000多元呢。今年就想挣
得比去年还多。”6月25日，固始县徐集乡八庙村曹坊
村村民王德明一边编织着稻草绳，一边乐呵呵地说。

今年 76岁的王德明，因为老伴去世前住院治病
等原因，家徒四壁，生活艰难，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

群众要脱贫，产业是保证。2017年秋，徐集乡农
民叶伟群回乡创办“大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导大
家利用当地丰富的稻草资源编织草绳出售。他还筹
资40万元，购进170台草绳编织机，无偿提供给贫困
户使用。

“虽然把我定为贫困户了，但我不能躺到那里等
吃要喝。我身体没毛病，编草绳绰绰有余。”王德明年
过七旬不服老，主动找到驻村工作队，要求学习草绳
编织技术。

经过培训，王德明把一台编织机搬回家中。不管
白天晚上，只要有空闲，他就忙个不停，一天下来能编
织草绳 20到 30卷。公司以每卷 4元的价格上门收
购，3个月他就挣了4000多元。当年年底，王德明就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去年开始，尝到甜头的王德明琢磨着当起“小工
头”，他又向大根公司申领4台编织机，由“自己干”变
成了“带人干”，请来几个村民，手把手地教技术，秋季
收稻草，闲时编草绳，现在人们见他都喊“王老板”“王
老师”，乐得他“嘿嘿”笑个不停。

去年年底，王德明被评为固始县“脱贫之星”，戴
上了大红花，登上了县里的领奖台。7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韩浩

“种粳稻，搞养殖，一水两用得双赢；不
离乡，不离土，一田双收小康路。”6月中旬，
夏忙季节，淮河滩上正忙着插秧放鳅的农民
们，一说起淮滨县佳品稻渔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明勤来，不约而同地竖起了
大拇指。

今年 3月，固城乡大吴岗村农民张明勤
有了一个新职务，成了淮滨县贡仓香米优质
水稻产业联盟科技指导部部长，负责在全县
推广“稻渔共养”新模式。5月，张明勤光荣
地被表彰为河南省劳动模范，戴上了金灿灿
的奖章。

返乡种粮当模范

2010 年，远走东北租地种粮近 20年的
张明勤，听说家乡正鼓励农民流转土地，搞
粮食生产规模化种植，他二话不说领着一家
人回家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在全县率先成
立了富民家庭农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张明勤凭着多年
种粮经验，指导入社农民对土地深耕平整，

实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
售，仅水稻亩产就达到 1200至 1300斤。他
家也靠着种粮，年收入超过 200万元。2012
年，张明勤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种粮大
户”。

“俺村土质不好，以往种地完全靠天收，
人们宁可出去打工也不种地，土地撂荒没人
种。老张带回了科学种田新方法，贫瘠田变
成了‘聚宝盆’，粮食产量是芝麻开花节节
高。”说起张明勤带给乡亲们的好处，大吴岗
村贫困户吴国强由衷地赞叹说。

科技种粮促高产

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张明勤明白，粮
食要高产，科技是保障。他率先实施秸秆还
田，改善淮河滩涂沙壤土结构，防止土壤板
结，增强土壤肥力，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和
品质，还实现节本增效。

张明勤更是个深谙市场的“精明人”，他
紧盯市场需求，引进品质好口感佳的稻米新
品种，把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请来手把手地
教学，逐渐成长为粮食种植的行家里手。

“搞规模种粮，要靠农机来帮忙。新农
民要善于运用高科技，实现传统农业到现代

农业的转型升级。”这话张明勤常挂在嘴边。
他先后购进大型农用机械24台套，进行

田间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极
大地提升了生产经营水平，调动了农民种粮
积极性。

“从泡种到收割，张老师讲得细致入
微。有什么困惑还来现场指导。”在优质水
稻种植培训会上，三空桥乡贾坡村贫困户贾
仕锋感慨地说。

生态种养勇争先

2016年 4月，张明勤开始探索生态循环
农业，在淮滨率先实施“稻渔共养”。

“鱼鳖虾蟹能够清除稻田里的害虫，排
泄物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质。生态养殖，水产
品好销售，种出的稻米受欢迎，还省了农药
化肥钱。”张明勤这样算了一笔账。

经过试种，张明勤总结出“稻渔共养”具
有“稳粮增收、渔稻互促、绿色生态”的突出
优势，他很快成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注
册了“佳品稻渔”商标，通过“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开始走规模化、集约化、
产业化道路，带动更多的农民发展“稻渔共
养”。

如今，张明勤的泥鳅孵化基地每年可育
苗 2 亿尾，育秧基地可供 5000 亩田秧苗栽
植。他们基地出产的稻米还通过了国家级
产品品质检测，正在申办绿色无公害认证和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率先致富的张明勤没有忘记穷乡亲，他
通过流转土地、劳动聘用、合作社分红、签订
购销合同等方式，带动 39 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

在县里支持下，张明勤成了“淮滨县贡
仓香米优质水稻产业联盟”科技指导部负责
人，“稻渔共养”模式在全县11个乡镇遍地开
花，种养总面积近万亩，上千户贫困群众从
中受益。

“‘稻渔共养’效果很不错，他引种的香
米稻抗倒伏、口感好，市场上每斤卖6元还供
不应求。我们今年预定了2000吨，秋天水稻
一收割，就派车来拉。”中国食品安全社会共
享共治促进工程办公室联络办主任林国军
赞赏说，“我们打算在淮滨建立一个2万亩的
种养基地，帮助淮滨大力发展生态种养，形
成优势产业。”

在张明勤的带领下，淮滨“稻渔共养”
产业，正成为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朝阳产
业。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徐铭

“老板说过，我们天天都在‘造假’呢。”6月26日，
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恒信发制品有限公司的加工
车间内，来自翟洼村的贫困人员杜林举起手中正在制
作的假发，边说边笑。

该公司负责人桂春林乐呵呵地说：“可别小看了
这些假发，它给我们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像杜大姐
这样的工人，每个月能挣2000元左右。”

2011年，东双河镇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湖南的
桂春林来此办起发制品公司。凭着良好的信誉、个性
化的产品，桂春林的公司很快发展起1万多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建起了电商平台，在全国18个省会城市设
立了线下实体店，年产值达5000万元。

“第一年刚生产时，工人不足百人，年产假发 20
万顶。如今工人近 300人，年产量也增长了 3倍，产
品还出口到国外呢。”桂春林自豪地说。

工厂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周边的居民和贫困户
脱贫致富。该公司与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签订了扶
贫协议，通过增加就业岗位、金融带贫等帮扶措施帮
助他们脱贫致富。

2017 年，杜林的丈夫因病去世。因为要照顾 4
个孩子上学，她只能在附近的超市打零工，收入甚
微。她家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户。桂春林获悉后，主
动与她结成帮扶对子，让她到厂里学做假发。如今，
像杜林这样在厂里务工的贫困人员，除了工资收入，
每年还能额外拿到 10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扶贫补
贴。

“政府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支持，我们
当然要积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桂春林
说。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我们支部从 2017年成立至今，以‘围绕产业发
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为目标，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既促进了产业发展，又带动了贫
困户脱贫。”6月25日，商城县汪桥镇一凡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家坤骄傲地说。

一凡农林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形式，带
领群众育栽樱花、蓝天竹、西府海棠等 50多个品种，
已发展苗圃 1.1万余亩，带动当地近千名贫困群众就
业，人均年增收近5000余元。

“支部确立了‘学一门技术，办一个基地，带一批
群众，引一方发展’的党建主题，建立起党员带小户散
户、帮助困难户的联户帮扶制度，11名党员骨干将农
副生产专业知识和技术传授给社员和群众，在各方面
都起到了很好的先锋模范作用。”张家坤指着墙上的
党员骨干帮带分工表说。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先锋作用，在
商城县并非个例。为了促进鲍楼村产业发展，村党支
部书记刘元好个人投资 300余万元成立了毛农养殖
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养殖，带动 78户贫困户致
富。他还招商引来瑞安生态农业、恒富商砼和腾跃电
子，通过资金入股分红带动贫困户 200多户，120余
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产业发展与基层党建深度融合，实现了乡村振
兴困难在哪里，产业发展难题在哪里，党建引领的重
点就在哪里。不久前，商城县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区
之一——汪桥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率先成立，4个村级
党支部和5个非公经济党支部，被联合纳入汪桥镇乡
村振兴示范区委员会。

“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就会蹄疾步
稳。”近年来，汪桥镇党委书记冯海国表示，鲜红的党
旗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动的一股洪流。7

浉河区

假发工厂真带贫

商城

乡村振兴党旗红

固始

七旬老汉拔穷根
淮河滩上脱贫攻坚排头兵

——记淮滨县“全国种粮大户”、省劳动模范张明勤

走进平桥区

感受乡村世代传承的非遗“绝活”

光山县通过政府扶持、
技术指导，鼓励支持农民发
展特色农业，打造乡村旅游
品牌，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图为该县泼陂
河镇蔡围孜村江威合作社种
植的太空荷花夏日怒放，成
为当地一景，引得游人纷纷
前来，荷塘泛舟，拍花赏景。
7 谢万柏 摄

乡村游催热
“美丽经济”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何泽垚

他们，一辈子只专注于一件事，将民间技艺化为个人执念；他

们，让老祖宗的“绝活”世代传承，让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他们，就是

生活在乡村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探访乡村，让我们与民间技艺来一次时空对话；走进他们，让我

们与乡村“绝活”来一次亲密接触。初夏时节，本报记者探访平桥区

几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他们和“绝活儿”之间的故事。让

我们跟随他们的视角，领略河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皮影传人杜光金 烙画传人余义忠

大鼓传人庸守伟 剪纸传人高本功

皮影世家 台前幕后都是戏

一方纯白的幕布，一套锣鼓家什，三五
个黑脸大汉，几十件皮影玩偶，一曲铿锵的
曲调响起，一段今古传奇的故事，总能引来
一隅乡村的围观喝彩。

“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平
昌关镇石桥村村民杜光金的皮影戏里有唱不完
的传奇故事，也有岁月洗礼历后久弥新的坚韧。

从事皮影艺术四十余载，对杜光金来
说，这不仅是他热爱的舞台，更是家族世代
传承的技术。如今传到杜光金，已经历经六
代，延续百年，皮影戏早已成为他们家的乡
村符号。如今，杜光金还珍藏着先人们使用
过的50多件皮影玩偶。

“常唱的有《杨家将》《岳家将》《响马
传》，都是民间戏本，大概有三十多出吧。一
出戏唱下来，大约三四个小时，能连唱一个
月不重样。”杜光金得意地说。

铁笔烙画 纸上得来终觉浅

用烧红的烙铁在易燃的木版、纸张，甚
至是丝绢上作画，你能想象吗？你叹为观止
的，恰是五星店办事处蔬菜村村民余义忠擅
长的。这，就叫“绝活”。

“烙画又称烫画、火笔画，是用火烧热烙
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烙画创作需要
把握火候、力度，往往‘意在笔先，落笔成
形’。”余义忠介绍说。

素笔勾勒，皴擦晕染，栩栩如生的花鸟虫
鱼，温婉贤淑的古代仕女……都在余义忠的电
烙铁下一挥而就。烙画或明快淡雅，或形象逼
真，每一幅都有故事，每一笔都让人屏住呼吸。

豫南大鼓 雅俗共赏唱传奇

平昌关镇庸堆村76岁的庸守伟往台上一

站，左手简尺，右手鼓槌，嗓音洪亮，精神矍
铄。用他的话说，“上了年纪还眼不花耳不
背，全靠了一辈子走乡串村，说书唱戏，亮嗓
甩膀，心情舒畅，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棒。”

从 19岁学艺开始，庸守伟就曲不离口，
有时在热闹集镇献唱谋生，有时夏夜与邻居
们消暑纳凉，即兴来上一段，不为钱财，只为
痛快。这一唱，几近60年。

他 说 唱 的 大 鼓 书 贴 近 生 活 ，通 俗 易
懂，常常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所以不
管是长篇大书，还是书帽、小段儿，男女老
少都喜欢。除了老唱段，近年来庸守伟还
编写了新曲本，什么《养女更比养儿强》，
什么《石榴状元》等，既反映乡村巨大变
化，又引导孝善敬老，充满对农村社会问
题的思考。

泥塑剪纸 形神兼备有妙招

一团泥巴，一节竹片，一支圆珠笔芯，简
简单单的自制工具，普普通通的一坨泥巴，
在李东明的手下，就变成了一只憨态可掬的
小猪，形神兼备，妙趣横生。

而对于同事高本功来说，他只要一张红
纸，一把剪刀，或坐或站，工作台前凝神片
刻，巧手翻腾，纸屑纷飞，一张普通的红纸，
很快就被赋予生命的张力，或鱼跃龙门，或
喜鹊闹梅，或五福临门，复杂的纹饰、精巧的
构思，无不令观者啧啧称奇。

李东明和高本功都是肖店乡中心校的
教师，泥塑和剪纸原本只是他们教书生涯
的课余爱好，通过不断钻研，求教老艺人，
这两门民间艺术又被他们传承和发扬，还
走进了乡村课堂，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美
术课。

方寸纸张纳万物，妙手镌刻抒人生。
一把剪刀，一把刻刀。无数桃李，别样人
生。非遗传承人们将乡村所见所思，所
感所悟，融入民间“绝活”之中，古老的艺
术，也因文化的传承而使乡村愈发绚丽
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