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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朱天珍 三尺讲台写下六十年的爱恋

出彩信阳人

●● ●● ●●

“严以律己，甘于奉献；厚德
载物，止于至善。你看你看，这
是俺们张家的家训。”河凤桥乡
田湾村党支部书记张太新指着
自家门楼上高高悬挂的红色牌
匾说：“农村经济发展了，物质生
活丰富了，乡风文明也要跟上。
作为全村的带头人，张家人不仅
率先垂范，践行好家训家风，更
要用良好乡风影响好村民。”

在县乡指导下，田湾村把家
训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
和传承，形成家家立家规、户户
挂家训的良好氛围，仁宽巷、仁
爱巷、仁厚巷……社区 14 条巷
子皆以“仁”字命名，融入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耕读、勤俭、
法纪、忠孝、仁爱等传统文明乡
风理念随处可见，潜移默化中成
为群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
乡村振兴过程中，商城县以推动
移风易俗、提高群众素质、培育文
明乡风为根本任务，组织在全县
23个乡镇(办事处)召开不同层面、
不同人员参加的座谈会56场次，

走访基层群众、“五老”代表、乡贤
人士近千人次，排查出不合时宜
的陈规陋习80多种，有针对性研
究出台了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乡风的工作方案。

他们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不断强化农村群众性自治组
织，完善村规民约，建立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
赌禁毒会等“一约四会”，推举德
高望重、热心公益、崇尚节俭、善
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乡贤人士提纲
领衔，持续开展“讲文明、树新风、
改陋习”主题教育活动，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文明公民、好媳妇、好
婆婆评选活动，在全县营造起积
极、健康、和谐的文明氛围。

如今商城县红白喜事比阔气
讲排场的少了，厚养薄葬、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多了；搞封建迷信
的少了，讲科学重技术的多了；
游手好闲的少了，勤劳致富的多
了……文明乡风润泽下的商城大
地，乡风净、民风纯、思想齐、干劲
足，一幅全民奔小康、人人谋振兴
的乡村美画卷正徐徐展开。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刘亚迪

“同学们，老师老了，教不动了。今天
在这里给你们上完最后一节课，下学期你
们就要去新校区上学了，你们要听新老师
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6月 19日，
浉河区吴家店镇太阳坡小学教室内，79岁
的朱天珍老师上完最后一堂课，就要离开
她默默耕耘了 60年的三尺讲台。此时此
刻，她有太多的话想对孩子们说。

1941年 6月出生在吴家店镇一个小山
村的朱天珍，从 1960年 9月走上太阳坡村
小讲台至今，60年来她从未离开。从民办
代课教师干起，到1986年 8月入党，再到终
于盼来转为正式教师，直到退休、返聘，尽
管太阳坡小学设施陈旧，条件极为简陋，她
都从未离开，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无怨无
悔地奉献给了乡村的孩子们。

当日，得知朱老师再也不教书了，村子
里她曾教过的几代学生，从头发花白的老
农，到尚未成年的幼童，甚至一家三代人一
起赶来，要听一听朱老师的最后一堂课。

据学生们回忆，在当年粮食短缺的艰
苦年代，朱老师不忍心看到孩子们挨饿，经
常省下自己的粮食，在家把饭菜做好，端到
学校给学生们吃。当地 40岁到 60岁上过
学的人都说，自己吃过朱老师家的饭菜。
每到春夏洪水漫桥，她会守在学校边小河
的独木桥边，上学时一个一个抱过来，放学
后再一个一个抱过去。到了冬天，看到孩
子们冻得发红发裂流血的小手、脸蛋和耳
朵，朱教师会找来舍不得吃的猪油，小心翼
翼地给他们抹在手上、脸上和耳朵上，还把
自家的衣服和鞋袜拿给他们。学生病了，
她抱起就往医院跑，遇上没钱的家庭，她默
默地自掏腰包，从不让人归还。

67岁的卢文明眼含热泪激动地说：“我

们家祖孙三代人都是朱老师的学生。小时
候家里穷、姊妹多，经常吃不饱，朱老师经
常给我们带饭。衣服破了，也是朱老师给
我们补。我们全家都希望她老人家保重身
体，安享晚年。”

1998年6月，朱老师到龄退休了，可是她
舍不得孩子们，加之村小缺老师，她又再次来
到孩子们身边，每天依然是第一个到校，周末
了也守在校园里，这样一干就又是20多年。
2010年和 2014年，她的丈夫和儿子相继去
世，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依然坚强地站在讲
台上，没有耽误孩子们一节课。

2018年 10月，朱老师感到身体极度不
适，在家人强烈坚持下，她请假到医院检
查，确诊为罕见的“肺隐球菌病”，还被“新
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低钾血症”“低蛋白血
症”等多种疾病缠身，她不得不住了一个多
月院。病情稍有好转，她很快又出现在学
生面前，微笑着站在讲台上。不少远在北

京和上海的学生获知消息后，纷纷专程回
到家乡看她，劝她回家休养。朱老师却把
他们的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学校，依然每天
按时出现在班级的课堂上。

她说：“我爱孩子们，爱教师这个职业，
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

朱天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大半生，60
年如一日悉心呵护乡村的花朵，用大爱点
亮无数孩子心底的明灯。教育部和社会资
源保障部曾联合颁发给她“乡村教育三十
年”荣誉证书，地方党委也授予她“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荣获河南最美
教师、河南省优秀教师和河南省优秀班主
任称号的太阳坡东校教师程东感慨地说，
朱老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
和一名人民教师的初心，交出了感人至深
的无悔答卷。我们会沿着她走过的路，永
远前行。7

光山县共种植优质水稻 80多万亩，小暑时节，该县
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抓住农时做好水
稻田间秧苗施肥、除草等科学管理，为今秋水稻丰产丰
收打好基础。图为 7月 7日，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
社社员正在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给水稻田里秧苗喷
洒叶面肥。7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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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商城 如诗如画
——商城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纪实

雨后初晴，凉风习习。夏日
漫步在伏山乡里罗城村中，奇峰
飞瀑、小桥流水，青砖黛瓦、阡陌
纵横，新禾如纱、藕花争艳，处处
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然而，曾几何时，这里却是
村庄破败，田地撂荒，山路坎坷，
外人少往。青壮年多外出务工，
留下的多是妇孺老弱，生机渐
失。

2012 年起，县里掀起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他们严
格按照产业、村庄、土地、生态环
境和公共设施“五规合一”的要
求，不“涂脂抹粉”，不大拆大建，
而是依山就势，随形就貌，还原
乡亲、乡情、乡景，力求保持乡村
农耕之美、田园之美、自然之美
和传统之美，使人来到这里“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里罗城村随之开始了“拆三
废”（废圈舍、废厕所、废墙墟），

“治四堆”（柴草堆、土堆、粪堆、

垃圾堆），净家园，美村头，修公
路，筑河堤，新建停车场、文化广
场、健身广场、老年活动中心，家
家户户响应号召改造水冲式厕
所，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路变宽了，河变清了，村庄美
了，田园靓了，外出务工的纷纷
回来了，城里的人也都纷纷往这
美丽的山沟沟里钻……

在全县共同努力下，近年
来商城县和里罗城村一样实现
美丽蜕变的村子还有很多，梦
里水乡七里冲、诗意田园卜店、
天然氧吧黄柏山、世外桃源清
塘坳……一个个独具魅力的美
丽乡村，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般，散落在大别长淮间锦绣商城
的大地上。

至今，该县已有 9个村镇入
选“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镇）”，
7个乡镇被评为省级生态乡镇，
20个行政村成为省级生态村，该
县也先后荣获“美丽中国·全国
创新示范县”、中国最美丽县、中
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等殊荣。

“俺们真是沾了景区开发的
光了！游客在西河里玩累了，都
会出来歇歇脚，顺便尝尝地道的
农家饭菜，每到节假日，我们这
儿家家游客爆满，一天得接待七
八十桌，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说起如今农家乐生意的火爆，商
城县西河景区大门外的好日子
农家乐老板张德贵笑得合不拢
嘴。

经过短短四五年的发展，商
城县西河景区已成为国家级 4A
景区，集飞瀑流泉、红色古迹、高
山茶园、科普教育、度假疗养于一
身，头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级地质公园、国家 130条红色精
品旅游线路之一等诸多殊荣于一
身，原产高山绿茶、深山峡谷漂流
等更是享誉周边数省，旅游旺季，
平均日入园高达数万人。

大量游客的到来，带动周边
经济发展，周边村民相继办起农
家乐、小旅馆，发展特色采摘和

茶乡体验，群众增收渠道越来越
多元，仅景区周边的柯楼、东河
和邓楼等3个村就发展农家乐和
家庭旅馆 40 多家，特产商店 50
余家，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商城县山奇水秀，人文荟萃，
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商城县
充分挖掘“红”“绿”资源优势，在
发展培育精品龙头旅游景区的同
时，大力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创建，
创新发展生态观光游、美丽乡村
游、民俗表演游、红色文化游、农
事体验游等多种旅游模式，推进

“农旅融合”“茶旅融合”“康旅融
合”，在3家国家4A级景区和2家
3A级景区的引领带动下，全县旅
游从业人员已近万人，2018年全
县接待游客超过 520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31.2亿元。

“我们的目标是经过3—5年
的努力，把商城县变成全域旅游
大公园。”商城县县长周哲如此
表示。

时至5月，走进汪岗镇韩冲村
万亩生态茶园，漫山飘香，新芽带
露，近百位采茶工星罗棋布，散落
其中，双手交叉配合，飞快地将一
颗颗鲜嫩的茶芽摘于竹篓之中。

“信阳大部分产茶区都只采
摘春茶。自从滴翠湖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落地于此后，我们这儿过去
丢弃的夏秋茶也变废为宝。”韩冲
村党支部书记胡正华兴奋地说。

滴翠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太峰告诉记者，他们收
购当地优质的鲜味资源，批量加
工出口外贸茶，远销到东南亚和
非洲等国家，2018 年出口创汇
达300多万美元。

滴翠湖农业只是商城县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茶产业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商城县坚持政府
引导、群众自愿，以新型合作化
经营为方向，茶产业呈现出集群
化发展态势，全县茶叶面积已达

20.2万亩，年产干茶 380余万公
斤，综合产值高达4.6亿元，茶产
业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和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
他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按
照“一村一品”或“一乡一业”原
则，着力构建“政府+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贫困户”的三方
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发展茶叶、
粮油、蜂蜜、林果、山茶油、食用
菌、中药材、脱毒红薯等优势特
色产业，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健
康发展，全县已发展农业产业化
省级龙头企业 6家、市级龙头企
业 26家，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3000多家，涌现出“山信
米”“长园油”“兄弟薯”“詹氏蜜”
等多个特色产业品牌，受益贫困
人口数万人，形成了龙头企业持
续壮大、农业合作社遍地开花、
农民增收渠道多样的可喜局面。

美丽乡村似明珠1

全域创建绘美景2

特色产业富农家3

乡村盛开文明花4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曾令菊 刘长河

盛夏季节，畅行商城，

处处田园生机盎然，条条

道路花枝招展，个个小村

绿树掩映，幢幢农房光洁

鲜亮，好一幅浓墨重彩的

乡村振兴画卷。

“我们坚持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和培育良好乡风文明一起

抓，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发展

新动能，朝着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目标阔步迈

进。”7月10日，商城县委书

记李高岭坚定地说。

山水明珠汤泉池

烟雨朦胧里罗城

西河茶园绿生金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韩浩 李鹏）
作为河南省最后一批脱贫的国家级贫困县，淮滨县的脱贫
攻坚工作始终受到各方的支持和关注。自去年 5月，巩义
市对口帮扶淮滨县脱贫攻坚工作以来，他们坚持把结对帮
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带领
下，心怀贫困群众，履行帮扶使命，为淮滨县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树立了标杆，作出了榜样。

他们把淮滨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办，选派 2位副市长脱
离原工作岗位，抽调精兵强将组成 8人帮扶工作组常驻淮
滨，坚持从淮滨扶贫需求出发，发挥巩义产业资源优势，把
产业帮扶作为根本之策，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支撑，
在文化、教育、卫生、电商、劳务、招商等多个方面，开展全
方位帮扶，围绕结对帮扶“五项任务”，筹措资金5000余万
元，投资建设扶贫标准化厂房2.1万平方米，实施深度贫困
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个，还助销优质水稻5万斤。

一项项帮扶举措的落实、一笔笔帮扶资金的带动、一
个个扶贫项目的实施、一批批困难群众的脱贫摘帽……淮
河两岸正传唱着巩义、淮滨同心攻坚的英雄赞歌。7

巩义淮滨一线牵
结对帮扶齐攻坚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通讯员 甘仁
伟）为解决农村电网中普遍存在的供电半径过长、台区负荷
过大，供电设备老化、线损和故障率高的问题，信阳供电公司
四年来累计投入资金48.83亿元，着力推进贫困地区电网改
造升级，提高乡村供电保障能力和供电质量，补齐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短板，持续为乡村振兴战略“充电扩容”。

今年端午节前，罗山县高店乡高店村数百户农民再也
不用为电力不足抽不上水错过插秧季而苦恼了。5月底
前，该村作为2019年我省十件民生实事确定的“3000个电
网薄弱行政村电网改造项目村”之一，电力部门共投资
197.1万元，彻底解决了低电压等用电“卡脖子”难题。

“总算赶在 5月农忙前完成了所有改造项目。”7月 9
日，信阳供电公司罗山分公司高店乡供电所所长马龙高兴
地说。据介绍，充足的电力，吸引不少群众返乡创业发展
特色产业，淮河滩上出产的优质花生和个大皮薄瓤甜的罗
山麒麟瓜远销省内外各大城市。

电网薄弱的行政村，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施工环
境恶劣，施工难度很大。信阳供电公司配网办副主任黄海介
绍，今年他们计划投入2.1亿元，完成128个“电网薄弱行政
村”的电网改造，至今已有82个村迈入“电力十足”的新时代,
此外，投入1.33亿元用于普通行政村电网改造，已开工107
项，竣工82项，预计11月底前工程可全部竣工。

为加快农村电网建设，推进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
级，提高供电保障能力和供电质量，助力乡村振兴，2016
年至 2018 年的三年间，信阳用于贫困县电网改造建设
的资金高达 44.7 亿元，先后完成 628个贫困村、443个中
心村，以及 88 个深度贫困村的电网改造，实现通电灌溉
机井 2469眼，使 8个贫困县的电网改造整体进度比脱贫
计划提前一年，全市所有贫困村电网改造提前半年完成

“两提前”目标，全市 3402 个行政村已完成 1663 个行政
村的电网改造。

黄海表示，2019年，信阳计划争取资金2.71亿元，用于乡
村电网升级改造，进一步增强农村用电保障能力。7

“电靓”乡村谋振兴
“充电扩容”强支撑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明 丁昌
铭）“伏头萝卜伏中菜。当下正是萝卜种植黄金期，社员们
趁着这几天雨过天晴墒情好，正抢天夺时忙播种呢。”7月
15日，固始县徐集乡王脑村王脑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袁野，指着田间正忙着播种的机器和身影说。

王脑村三面环河，全村1400口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一亩。河畔沙壤地种植出又脆又甜固始萝卜，因生吃能解
渴、炒菜味道鲜而闻名，在2000年参加“全国优质农产品第
四次推介会”中声名远播，走进全国各大中城市百姓餐桌。

地方政府因势利导，为这里的萝卜申请注册了“王脑
牌”商标，组建了一支“萝卜经纪人”队伍。2011年 12月，
王脑萝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王脑村也被授予

“中国萝卜之乡”称号。
去年，合作社依托当地“农夫铺子”电商产业园，与四

川涪陵等地咸菜腌制企业洽谈合作，建立了萝卜干、萝卜
条、酱萝卜等深加工车间，发展萝卜深加工。

“今年，我们村通过空心庄整治、沟塘堰坝填补等措
施，新增耕地 300余亩，全部种上了萝卜，总面积已经超过
1200多亩，按亩产收入 5000元算，到年底，仅种萝卜一项
全村可实现收入 600万元。”王脑村党支部书记王有才信
心满满地说。7

固始萝卜脆又甜
特色产业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