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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高文达 徐泉
泉）7月 9日，经省交通运输厅示范创建验收组考核验收，潢川
县被授予“河南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

自脱贫攻坚以来，潢川县高位推动交通运输脱贫攻坚，
构筑起城乡相连、镇村相接、无缝隙覆盖、零距离换乘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对外快速融入、内部紧密衔接”，形成了
以乡镇为单元、以行政村为节点、覆盖全县272个行政村的通
村客运网络，运营线路总里程达 1294公里，日运营农村客车
164个班次，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县 50万农村居民的出行，为
全省甚至全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四好农村路”，由“政府主
导、行业监管、公助民营、市场运作”新路子。

据潢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沈伟介绍，潢川县于 2017
年率先在全县 272个行政村全面开通“一元客车”，受到广大
农村居民普遍赞誉，得到了交通运输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
肯定，并向全国推介、全省推广。

据悉，下一步潢川县将在通村公交全覆盖的基础上，积
极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力争到2020年率先实现城市公
交、城乡公交、通村公交无缝换乘，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
到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实惠。7

潢川县被授“河南省万村
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

平桥农家小院福盈门

“左老汉”的甜蜜果
脱贫故事

图说信阳

盛夏七月，花朵灼灼。

信阳市平桥区天目山下墨

绿一片，沿着两旁长满五颜六色

的百日菊的道路一路前行，座座

整治的农家小院绿树鲜花掩映，

溪水边凉亭里坐满了村民们，个

个喜笑颜开，幸福满满。

这只是幸福平桥乡村巨变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平桥区坚持统筹协

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聚力

打造一方秀美山水，谋划小村巨

变，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日益提升，可谓家家户户

幸福盈门，人人盛赞推动乡村振

兴带来的巨大变化。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叶琴 唐媛媛

商城县志愿服务中心日前揭牌，中心包含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和志愿服务中心，下设室内的理论学习宣传区、志愿
服务活动展示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等，以及室外微心愿墙、
衣旧情深爱心墙、明德墙等10大功能区。中心从社会各界选
拔优秀宣讲员 120人，组建 6支专业志愿服务队。图为7月
2日揭牌仪式上志愿者们集体合影。7 杨绪伟 摄

有“面子”还要有“里子”

“我们家是去年改造的，自己只掏了 2
万多块钱。”7月4日，正在院子里喂养鸽子
的平桥区兰店办事处王寨村村民肖占珍高
兴地指着自己漂亮的小院说，“政府以奖代
补补助了2万元。”

兰店办事处副主任杨国军告诉记者，
农村房屋改造坚持以消除安全隐患，提升
居住体验为主，兼顾整体风格营造。“改造
房屋花费4万元以内的，政府补助50%，其
余的由农户自己承担。目前已有 48户率
先改造完成。”杨国军说。

“我们不仅改造了房屋，还取缔了旱
厕，改成了水冲式厕所，转移了猪圈，房前
屋后堆积的杂物也没有了。俺们农村不仅
要‘面子’，更要有‘里子’呢！”肖占珍乐呵
呵地说。

据介绍，平桥区计划用三年时间有序
推进3.7万户农村厕所改造任务，规划建设
污水管网，结合全区3万口坑塘改造整治，
实施乡村生态净化工程，全面实现村美户

洁，塘清水净。
环境更美了，村民心气高了，邻里间也

更和睦了，再没发生过一起治安刑事案件，
村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去年，王寨村
被评为美丽乡村示范村。

顺着山路转几个弯，明港镇新集村人
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汽车依然挤满
了乡间小道。

“大家都是被我们村的‘颜值’吸引来
的。”新集村党支部副书记吴金辉兴奋地说。

“虽然这次没有看见油菜花，但也是不
虚此行，大片的向日葵和荷塘成团连片，处
处美不胜收，村子里也特别干净，来了就不
想走，您瞧，我的手机都拍得烫手了。”正忙
着给孩子拍照留影的李女士说。

近年来，平桥区围绕乡村村容村貌提
升，投入资金 14亿余元，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与道路、绿化、饮水、村室、广场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加大乡村文化设施、污水处理、垃圾治理力
度，推行农村垃圾治理市场化运作，按照村
打扫、乡收集、区转运模式，把村村寨寨摆
整齐、弄干净、保持好，农村人居环境正在

逐步改善。

不出村还要有钱挣

时至正午，河南国泰恒广服饰有限公
司高梁店分厂扶贫车间内依然机器轰鸣，
制衣工后国燕正和工友们在缝纫机上忙个
不停。

“在这上班离家近，既能接送孩子上
学，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一天下来还能挣
100多元零花钱。”正在赶制服装的后国燕
笑着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与服装厂一路
之隔的高梁店乡中心小学念书，每天到厂里
上下班的时候，就顺带着把孩子接送了。

在这个扶贫车间里，像后国燕这样的
制衣工有40多人，他们大都是附近的村民，
建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让无法离家外出
务工的他们闲着的双手有了“用武之地”。

乡村要振兴，即要拴心，更要留人。他
们把目光聚焦在了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高梁店乡党委书记薛伟告诉记者，今年 4
月，总投资1400余万元的高梁店乡中心小

学建成投用，可接纳学生800余人，有效解
决了周边农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问题。

去年以来，平桥区19个乡镇（办事处）
累计投资近 2亿元，新建改扩建农村中小
学校舍 4万多平方米，让所有农村中小学
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仅稳定乡村生源外流，还吸引不少城
市“回流生”。

能创业更要能带贫

“我是去年3月份回家乡投资建厂的。”
32岁的赵恒是个地地道道的平桥人，早年
在外经商，事业有成。2017年春节，驻村第
一书记叶新奇找到他，希望他能够返乡创
业，领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

回乡考察一圈，赵恒下定了决心。
2018年 3月，他在家乡建起了一个以鸡蛋
保鲜和变蛋制作为主的新型蛋品加工扶贫
基地，不仅解决了十余户贫困群众就近就
业的问题，还通过与周边的蛋鸡养殖户签
订蛋品供应合同，带动更多的农村群众增
收致富。

“我包销他们的鸡蛋，还免费为养殖户
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赵恒自信地说。天
道酬勤。当年，赵恒的扶贫基地销售额就
突破2000万元。

为了号召更多的外出优秀人才返乡创
业，平桥区大力实施“金桥工程”“回归工
程”，栽桐引鸟，为乡村振兴凝聚人才力量。

平桥区邢集镇罗楼村信育园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马晓辉，也是积极响应号召返乡创
业的致富能人。2015年，马晓辉牵头成立合
作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确定“扩药、兴林、
带种植、强劳务”的产业发展思路，流转荒山，
种植花椒、苍术、药栀子等林药千余亩。

为了帮助家乡群众早日摆脱贫困，他们
坚持“贫困户优先务工、就近用工”，帮助邢集
镇300余户贫困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

“我们现在种植的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价格稳定，而且与龙头企业都签订有保底
收购合同，销售根本不愁。你看我们种植
的苍术，3年一个周期，采收后每亩能够收
益 3 万多元。”指着林地里长势正好的中
药，马晓辉高兴地说。

不觉间，太阳已经偏西，夕阳把天边的
云彩染得彤红，轻轻地洒在山坡上，几处农
家的炊烟慢慢飘散，远处传来老奶奶呼唤
贪玩孩子回家的声音。7

不知何时，“到郝堂，看荷去！”
已经成了信阳人夏日休闲不可或缺
的项目。

在信阳方言里，“郝堂”音似“荷
塘”，一提起来总让人无限向往，每
每总是身未动，心已远。

夏日清晨，陪着爱人，漫步郝
堂，总免不了在荷塘流连忘返，不忍
离去。那大如圆盘的荷叶，那美如
仙子的菡萏，还有荷间晶莹剔透的
颗颗玉珠，以及倏忽停在小荷尖角
的红蜓，甚或激起水中丝丝涟漪的
小鱼，总勾引得多情的人儿忘了俗
世的烦忧，时光的流逝。7

文/刘宏冰 图/周涛

走,郝堂看荷去

郝堂荷花盛放，引来游人如织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王鸿

仲夏时节，地处大别山深处的新县千
斤乡大杨塆村，满目苍翠，凉意习习。绵绵
群山中，一条 4米宽的通村水泥路蜿蜒曲
折，将“左老汉”家的果园与外界相连。

走进果园，压弯枝头的冬桃、藤蔓下
“萌萌”的香瓜、架子上长满绒毛的猕猴桃，
争着挤着逼入眼帘。“左老汉”满头大汗，正
忙着给桃树追肥。

“冬桃是这园子里今年的第三季水果
了！”聊起自家果园里的甜蜜果，原本木讷
的“左老汉”话语越来越流利。

“左老汉”本名左宪奎，今年 69岁，妻
子早逝，他含辛茹苦拉扯一双儿女长大，眼
瞅着儿女们都成了家立了业，本该享清福
的他，却不愿消磨度日。

有着 30 多 年 果 树“ 嫁 龄 ”的“ 左 老
汉”，瞅着家乡漫山遍野的野樱桃，十年
前就悄悄开始了他的野樱桃“驯化”之
路。

“当时就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试，每一
次嫁接 20多棵，有的品种成活率不高，有
的品种长势不好，有的果实个头小、口感太
酸……”谈及野生樱桃树品种改良所经历
的困难，左宪奎至今感慨万千。青肤樱、野
生甜樱桃、中国樱桃……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无数次嫁接实验，他终于培育出了最
适宜本地生长的优良樱桃品种。

2013年，优质樱桃品种改良成功后，
他便扩大了种植规模。不料天公不作美，
就在他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当
年冬天一场大雪使他新嫁接的果树幼苗损
失过半。儿女们不忍心看到父亲如此劳累
辛苦，都劝他不要再干了，可生性倔强的

“左老汉”偏偏不信这个邪！第二年春天，
就又在自家樱桃园里忙活了起来。经过几
年精心管护，2016年，“左老汉”家的樱桃
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樱桃丰收了，可是因为地处深山，交通
不便，“左老汉”家的樱桃请乡亲们帮忙采
收后，就用摩托车一筐一筐地送到附近的
乡镇和县城沿街兜售。好在因为优越的山
地气候和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加持，使

“左老汉”家的樱桃粒大肉厚、色泽鲜亮、入
口甘甜，一上市就受到顾客的追捧，虽说卖
樱桃辛苦些，却也不愁卖。“左老汉”的信心
就更足了。

2017年，脱贫攻坚中，一条崭新的水
泥路从山脚下直通“左老汉”的樱桃园。在
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宣传推介下，“左老汉”
家的樱桃名气更响了，游客们纷纷慕名而
来。今年樱桃成熟正好赶上“五一”小长

假，大量游客进山采摘，“左老汉”家的樱桃
很快就一抢而空。

“路通了，人来了，我再也不用骑着摩
托车到 20多公里外的县城卖樱桃了。”盘
算着果园未来的发展，“左老汉”激动不已。

借着樱桃采摘的人气，“左老汉”又先
后发展了桑葚、桃子、香瓜、猕猴桃等不同
季节成熟的水果，把采摘园面积发展到近
百亩。

在“左老汉”的影响下，大杨塆村的土
鸡养殖、菌菇种植、果蔬采摘项目越来越
多，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我们正抓住县里发展全域旅游大好
契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
丰富的绿色资源，发展乡村田园游、森林休
闲游、林果采摘游，让大杨塆村的村民都吃
上‘左老汉’的甜蜜果。”大杨塆村驻村第一
书记扶振兴满怀信心地说。7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解放军第990医院
通过组织开展专题读书会、主题演讲赛、参观革命纪念馆等形
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奉献精神，不断强化爱岗敬业，爱军精武的革命精神。图为
该院组织官兵分批参观鄂豫皖革命纪念馆。7温青 摄

田园如画客自来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陈思思）为推动
信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增强企业法
律素养，提高企业防范风险能力，7月5日，信阳中院联合市人
大、政协等相关单位，主动送法进企业，成功举办了“助推企
业法治化经营·服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普法讲座，全市60余
名企业家代表前来听课。

普法讲座紧贴企业发展实际，坚持“学以致用”，以“企业
合同风险防范”为主题，既讲授法学理论知识，又剖析典型案
例，教授防控风险思维方法。多位具有丰富民事审判经验的
员额法官还现场与企业家们互动，回答他们在企业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法律实务问题。

与会企业家代表上完普法课后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多举
办此类活动，教育引导企业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合法守
信经营，公平合理竞争，不断提高企业法治化经营水平。7

信阳中院送法进企业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罗山县理昂废弃物热电项目
建成并网发电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陈世军 史笑
妍）7月 10日，罗山理昂农林废弃物热电联产项目点火成功，
7月 12日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信阳市第一个此类项目正式
竣工投产。该项目有效解决了县域及周边农林等废弃物利
用及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等问题，也为罗山建设循环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巨大贡献。

据悉，该项目位于罗山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北段，通过
利用罗山及豫南周边县市丰富的农林废弃物作为燃料生产清
洁电能，总投资2亿元人民币，配置一台每小时110吨高温高
压循环流化床锅炉，一台30MW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关
的供热管网。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0万吨，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万吨。在为该产业集聚区内企业提
供稳定热源的同时，燃烧后的灰渣还可作为农业肥料的原料，
形成“生物质—发电—供热—农业肥料”的生态能源循环经济
产业链。每年仅通过农林废弃物收购便可直接为县域及周边
农民增收7000多万元，并带动就业1500人以上。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