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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6月 26日，记者从信
阳市发改委获悉，自 2018年以来，信阳市全国城市信用监
测排名跃升 106位，从第 135名最高跃升至第 29名，居全
省前列。

6月 14日是“信用记录关爱日”，当日，该市“6·14信用
记录关爱日”暨“诚信建设万里行”系列活动隆重启动。首
批 20家“诚信建设万里行”亮信用企业受到通报表彰。与
会近千名干部职工、群众和企业代表在签名墙上签下自己
的名字，共同许下守护“诚信”、关爱“信用”的承诺。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加快建设“诚信信阳”的奋斗
目标，信阳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已建成公共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河南信阳）”网站，实现了信
用信息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信息发布、交换共享、综合
查询，归集法人、自然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各类信用信息
近1.29亿条；发布诚信建设“红黑榜”，开展跨区域、跨部门
联合奖惩，实现“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

在电信网络、涉金融领域、生态环保、扶贫脱贫等18个
重点领域组织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开展了诚信示范企业创
建“百千万”工程和“信用可视化”信用创新应用试点工程，掀
起了“诚信建设万里行”企业亮信用、公示信用承诺等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知信用、守信用、用信用”的良好氛围。7

为了“母亲湖”的清纯
——信阳南湾林场三代林工的奉献人生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浩 徐冉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李子耀）6月 26日，信阳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四次集体学习专题辅导报告会，
迎来省委宣讲团成员、河南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程传兴教
授，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托，不断深化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河南实践》为题，向与会全体成员作了一堂精彩的专题
辅导课。

领导重学习，党员忙提升。当日上午，信阳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主题党课以视频会
议的形式在八县两区同步举行，300多名市直机关党员干
部，以及各县区、管理区、开发区数千名党员干部一起聆听
专题党课。

焦裕禄的女儿、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焦守云以《我
的父亲焦裕禄》为题，用真挚的情感、质朴的话语、生动的事
例，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的感人事迹，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的
深刻内涵，真实再现了一个党的好干部、人民好公仆的光辉
形象。

“在英雄身上学担当，从自身工作找差距。”信阳市委一
位中心组成员在听完报告后感慨道，“唯有不断学习提高，
方能使‘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落到实
处，才能确保脱贫攻坚大决战取得圆满胜利，才能确保党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信阳落地生根，才能扎扎实实推进实
施乡村振兴，带领老区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方向明，乡村兴。经过三年艰苦奋战，信阳已有7个贫
困县顺利脱贫，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融合发展
步伐不断加快。

信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只要信阳全市党员干部团
结一心，将理论学习的收获，转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热情
和斗志，就一定能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
体目标，就一定能把党中央和省委部署的各项任务完成
好。7

信阳党员干部
“强筋壮骨”提升忙

6月 27日，信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全系统800余名党
员干部分组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他们来到
信阳明港机场，参观调研机场通航后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
矛盾和问题，结合航班起落时间，合理规划调整运力，强化
客运秩序规范，彻底解决客运班线运行不合理造成的旅客
滞留等出行难问题，及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7 姜新福 摄

□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丁威洋

“以前这里尘土飞扬，拉砖的车辆穿
梭不息，如今你看，砖厂一拆除，蓝天又再
现了。”6 月 24 日，雨后初晴，商城县汪桥
镇潘湾轮窑砖厂附近的老樊看到明丽的
蓝天白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前些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加快，老
樊家周围办起了实心黏土砖厂。而让老
樊想不到的是，该县境内像他家附近这样
的轮窑砖厂，竟然有十家之多。这些砖厂
均属未批生产，无环保手续，无序无证非
法开采，石料乱堆乱放，搞得灰尘铺天盖
地，违法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土地资

源，损害了生态环境。
今年 5月，有媒体报道了该县境内存

在着多个黏土砖厂实心砖厂违规生产、严
重污染环境的情况后，商城县检察院迅速
介入，经调查发现，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
该县自然资源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
环境局三个单位履职不力，未有效制止、
关停问题砖厂，导致社会公益一直处于受
损状态。

5月 31日，商城县检察院依法向上述
三个单位分别送达了检察建议书，建议三
个单位依法履行职责，要求限期监督相关
企业关停。

然而三个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监督

关停砖厂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
阻力：有的反映 2019 年砖厂占用村民土
地的补偿款未兑现，砖厂工人的工资未
结清；有的称砖厂交的押金不够解决占
用土地的复耕问题，每个砖厂都有价值
上百万元的砖坯和设施需要处理；还有
的说砖厂与当地村民签订的合同未到期
等等，各种理由导致关停工作面临重重
困难。

检察建议无法落实，怎么办？商城县
检察院并未撒手不管，而是主动介入，深
入调研，寻找解决方案。6月 5日，由该院
牵头，邀请相关单位和乡镇负责人深入现
场沟通协调，最终达成共识：督促已拆除

的砖瓦企业，按环保标准抓紧做好渣土的
清运，严防扬尘污染；鼓励引导企业调整
产业结构，培育发展新型无污染产业，淘
汰高污染和高能耗产能；对有意愿、有能
力继续发展砖瓦企业的，指导其按照国家
环保政策要求，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环
保设施和生产工艺，建设标准化隧道窑，
确保环保达标；相关单位联合开展清尾工
作，妥善化解砖瓦窑厂拆除后的社会矛
盾。

随后，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检察院
与相关单位持续跟踪问效，最终于 6月 10
日将该县长期非法存在的 10个轮窑砖厂
全部拆除。7

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排名

信阳一年跃升106位

宜居信阳，美在南湾。

画家说，信阳是一幅优美的风

景画，南湾就是那画中最靓的那颗

耀眼明珠；诗人说，信阳是位清新

可人的大家闺秀，南湾湖就是那美

人顾盼生辉的明眸；信阳人说，信

阳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母亲，南湾湖

水就是那滋养他们茁壮成长的甘

甜乳汁。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了

“母亲湖”的清纯和甘美，有这么一

群人，66年咬定青山不放松，献了

青春献子孙，硬是把座座荒山秃岭

变成了茂盛的森林，成为“豫南明

珠”一泓碧波的守护神。

他们，就是南湾林场一代代普

通的林业工人！

6 月 17日，信阳法院“以案促改”动员暨警示教育大
会召开。信阳市纪委监察委领导和市、县法院办案人员，
运用大量事例与数据，深入解读分析全市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为全市法院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
育党课。7 王春水 郭晓雨 摄

砖厂拆除了，蓝天再现了

图说信阳

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党课

主题党日实地解难题

地市传真

美丽南湾似明眸 刘平 摄

深山老林话艰辛

黄连沟中无晨昏

林幽路远意志坚

荒草丛中安下家

夏日六月，走进南湾，满眼逼人的绿。
放眼望去，碧绿的水，翠绿的树，凉爽的风，
常让人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物我两忘的
感觉。登上游船，湖面泛舟，风平浪静时，
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凝目四周，山青水
碧，湖光潋滟，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
感油然而生。

“如今的美景，是几代林场工人用心血
和汗水换来的。”林场副书记李平自豪地说。

1952年，南湾水库开始修建，大量移民
搬迁。第二年，1953年 3月 24日，为了管
护水库移民搬迁留下的大量荒山林地，信
阳县苗圃场正式成立，这是南湾林场最早
的雏形。部分来此修建水库的工人和搬迁
后的当地农民，成为第一代林场工人。

今年 83岁的黄开善老人，就是那时离
开老家罗山，同其他近百名工友们一起，在
荒山乱草丛中安了家，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第一代木工扔下铺盖卷，“扛把锄头上
山坡，一口咸菜一口馍”，开始了持续多年
的植树造林和大面积封山育林工作。

因为修建南湾水库，周边林木几乎砍
伐殆尽。1957年，林场林地面积仅有724.3
公顷，森林覆盖率不过 20.9%。荒草满坡，
林场无林，是摆在第一代林场人眼前的第
一道难题。然而更困难的是缺钱、缺技术、
缺苗种。

因为经费拮据，无钱采购苗木；工人们
没啥技术，自己育苗成活率低，因此最初造
林速度很慢，苗木生长基本靠天收。1964
年参加工作，目前已经退休的老场长李国
柱，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后来，国家整合原信阳县苗圃场、万胜
山林场、浉河港经营所等零星林地，成立国
营南湾实验林场。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林
场情况慢慢有了好转。1965年前后，一方
面南湾林场对重点砍伐区域进行了全面封
育，另一方面从邻近的湖北省买回苗木，试
种马尾松、油松和杉木，并开始慢慢研发育
苗技术。

到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十多年的摸
索，他们终于寻找到了适合信阳本土生长
的杉木，于是开始加强了以杉木为主的速
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基本达到造林一片、成
活一片、三四年育闭成林的速生丰产目标。

李平介绍，经过 66年的接续奋斗，南
湾林场如今管辖的 333块土地，总面积达
8041公顷，森林活立木蓄积量超过63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达97%。建场以来，南湾
林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3373 公顷，造林
1.4万余公顷。产生森林生态效益110.5亿
元，在调节自然生态平衡、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信阳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抹绿。

父子接续深山中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老一代林场人口耳相传的这句话，正是南
湾林场人矢志不渝造林、护林的真实写照。

从修建南湾水库时主动留下植树造林
的黄开善，一直到退休，几乎跑遍南湾林场
的每个角落。

在平桥区平昌关镇姥姥家长大的黄宏
生，从记事起，就只记得父母一袋粮食一袋
粮食地往山上背，一坛咸菜一坛咸菜地往
山上带。初中毕业那年，他从姥姥家偷跑
出来，走了整整一天才到父亲所在的响水
沟林点。

1989年退休时，黄开善把守护山林的
“接力棒”，交到了儿子黄宏生手上。自小
就受父母耳濡目染的黄宏生，并没有觉得
林场有多苦，几年间，从响水沟，到凉水井，
他一干就是七八年，尽往深山沟里钻。

眼瞅着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棒
小伙子，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林场工人找对
象成了大难题。老父亲和林场领导都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

1997 年，黄宏生终于下山了，被调整
到离信阳市区最近的贤山林区溢洪道护
林点。

“溢洪道是林场有名的婚介所。”回想
起自己当年的尴尬生活，如今早已结婚生
子多年的黄宏生忍不住哈哈大笑。下山不
久，黄宏生便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

“结婚不久，我就申请调到离信阳最远
的五峰岭林区了。机会得赶紧让给别人
呀。”坐在黄连沟林点前的老柳树下，黄宏
生笑着说。

响水沟，凉水井，五峰岭，万寿山，老龙
嘴，黄连沟……这些在信阳最大比例尺绘
就的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点，却留下了一
代代林场工人深深的足印和无数的汗水。

无独有偶，1958年来到林场的第一代
林场工人张延年，他的三个孩子全都无怨
无悔地把根扎在了山中，一个是南湾林场
的护林员，一个是育苗工，一个是司机。

虽苦虽累，但无悔于青春、无悔于子
孙，像黄开善、张延年这样的老护林员还有
很多很多。84岁的第一代护林工郭启发，
是河南省劳动模范，退休后，把家安在了当
年种在车云山上的第一批马尾松边，他始
终不肯离开这座大山。

如今，第一代护林工多数已经慢慢逝
去，追随着他们的足迹，接力守望着青山绿
水的第二代林工，也正在慢慢老去。笃定
与坚守，刻在老一代林场人的墓志铭上，也
印在新一代林场人的心头，成为薪火相传
的力量。

不忘初心续辉煌

车云山上 58 岁的第二代护林员刘孝
林，笑称自己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山中生
活，每天如果不在山林里走上十里八里，就
觉得浑身难受。“只要还当一天护林员，我
就得坚持巡山。”刘孝林说，让他放心不下

的，是这片无数林场工人用心血和汗水种
下的树林。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护林员刘坤则信
心满满地说：“我们一定会跟随老一代护林员
的足迹，学习他们吃苦耐劳、埋头苦干、无怨
无悔的精神，把这片林子种好、管好、看好。
这是我们林场护林员永远不变的责任!”

从黄开善、张延年、郭启发到黄宏生、
刘孝林、刘坤，三代林场人虽然有不同的性
格、不同的气质，但是在他们身上，却留下
了同样的风霜侵蚀的痕迹、同样结满老茧
的双手、同样把爱林护林当作比自己生命
还重要的东西。

在老一代林场人艰苦创业、坚韧不拔
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代林场接班人，大无畏
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地开辟
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1991年，南湾林场在水上林区和贤山
林区的基础上成立南湾森林公园，1996年
经批准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面积达
2810公顷。南湾林场与南湾国家森林公园
实行两块牌子、一个部门的管理体制。

2015年 9月，南湾国家森林公园跻身
全国首批 37家“中国森林氧吧”之列，成为
河南获此殊荣的3家氧吧之一。

2018年 9月，南湾林场现有林改造培
育1500亩，新造林500亩的2015年度国家
储备林项目，迎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家
组的外业抽样核查及内业检查，各项指标
全面达标，顺利通过核查验收。

“2017年，林场栽植枫香、香椿、檫木等
苗木约 20万株。去年，全场积极参与森林
城市创建工作，累计完成造林 16万余株，
在确保森林面积增加的同时，也更加注重
提高林分质量。”林场场长罗坤自信地说。

2019年 3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文
批准南湾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总体规划，他
们将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强制性保护措施，
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科学开展植树造林、
林相改造等生态修复活动，严控人为因素
对森林公园景观与生态的干扰，维护自然
人文景观资源的原真性、完整性，不断提升
森林公园的森林质量和景观品位。

“66年来，南湾林场有林地面积增加了
8.8 倍，活立木蓄积量增加了 25.6 倍，森林
覆盖率提高了78.1%。”罗坤说，66年来，南
湾林场曾被原国家林业部定为全国示范林
场，先后获得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全国
造林绿化先进单位、全国国有林场 100佳、
全国国有林场 500强，赢得中国森林氧吧、
中国森林体验基地、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单位等多项殊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罗坤坦言，
我们唯有时刻不忘“绿化荒山、涵养水土、
保护生态”的建场初衷，世代传承“艰苦奋
斗、甘于牺牲、乐于奉献”的林业精神，才能
在豫南大地上续写绿色辉煌。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