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地方观察/南阳│142019年8月8日 星期四
统筹 尹红杰 孟向东 组版编辑 王屹立 美编 张焱莉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封德）7月
28日，全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上公布了由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共同遴选推出的第一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全国共有 320 个村庄榜上有
名。其中，河南省有 10个村入选，西峡县太平镇东坪
村入选，是南阳市唯一入选的村。

东坪村位于国家级 5A 级景区老界岭东大门，
S331省际旅游公路贯穿全境，是老界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旅游接待的前沿地带，2009年被确定为河南省农
游一体“百村万户”富民工程重点村。目前该村农家
宾馆已达 100多家，旅游从业人员占全村人口的 50%
以上，全年纯旅游收入达 1500万元。2018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 31800元，高于全县人均水平的 30%以上，
先后荣获“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最美宜居村
庄”“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生态村”等荣誉称号。如
今，东坪村以国家 5A级景区老界岭为依托，主打“休
闲、避暑、度假”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业，探索出了一条

“旅游富民、旅游兴村”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全村农
家宾馆达 100余家，拥有床位 4500张，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旅游度假村。每年夏季，来自郑州、南阳、洛阳、
西安的游客到这里避暑度假、观光休闲，停留一周至
数月，住农家屋、吃农家菜、观农家景，接待人次达 18
万人次以上，全村旅游从业人员占全村人口的50%以
上，基本上可实现村民人人有活干，村民人均年收入
超过3万元。8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公布

西峡县东坪村榜上有名

地市传真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李荣

“党的富民政策真是好，帮咱科技致富
把穷根拔……”7月 19日晚，夏日凉风吹拂
下的方城县四里店镇余庄村文化广场上，快
板书节目让村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该村张运立老人乐呵呵地说：“老马既
会编戏又会谱曲，这快板书说得也呱呱叫。
一听说今晚老马的文艺宣传队要表演，太阳
一落山我就催着老伴快做饭，别误了看节
目。”

他所说的老马，是该村有着46年党龄的
退伍老兵马万增。自 2017 年以来，和共和
国同龄的马万增老人自费购买乐器组建文
艺宣传队，走村串巷宣讲党的富民政策，歌
唱新时代农村新风貌，成为深受村民喜爱的

“明星”。
“老马干事就是轴，干一行就非干好了

不可。”熟悉马万增的人说。
自小对文艺有着浓厚兴趣和天赋的马

万增年轻时被村里推荐到唐河师范进修，回
来后担起了全校中小学近10个年级的音乐、
美术课，并担任五年级班主任。

当时学校既有中学又有小学，年级多、
任课教师少，作为骨干教师的马万增平均每
天 8节课，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他从无怨
言，认认真真地上好每一堂课，成为全校教
师中的典范。为带好五年级毕业班，他甚至
把办公桌搬在教室，一天到晚和学生在一
起，像父亲一样地对待每一位孩子，与学生
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所教毕业班成绩在
全乡总名列前茅。为山乡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学子，成为全乡桃李满天下的名师。
直到今天，经他培养走出山乡的孩子，回到
家乡后还特意去看望他。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马万增，1985

年，因村里急缺一名会计，他被调任到村，先
后担任村会计、支部副书记兼科技主任，一
干就是20余年，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从
村“两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马万增，从
没消磨掉对生活的热爱，闲暇时间，他和本
村同是文艺爱好者的老年朋友们在一起，
吹拉弹唱自得其乐。作为一名老党员，他
更没忘却自己的责任和担当。2017 年，如
火如荼进行着的脱贫攻坚让他想到该尽一
份力，发挥自己作为老党员的余热，随即萌
生了组建一支既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又可进行扶贫政策宣传的老年说唱队
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余庄村党支部的
大力支持和文艺伙伴们的一致赞同，村党
委特意在新盖起的村部开辟了两间文艺宣
传排练厅，马万增当即拿出两万多元自费
购买大件乐器，其他老同志也纷纷自购所

需乐器。如今，在他们的演唱队里，电子
琴、萨克斯、板胡、二胡、锣鼓等乐器一应俱
全，村里许多擅长戏曲、歌唱的年轻人也加
入这支队伍中来，每周六他们在一起切磋、
排练，马万增还谱曲、填词，自编自创文艺
节目。

虽是业余团体，但弹奏得有板有眼，演
唱得字正腔圆，这支说唱宣传队像一支“文
艺轻骑兵”活跃在四里店镇各村，以浅显易
懂的语言、朴实生动的故事、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方针
政策、德孝文化等传递到基层，润物无声地
滋润群众心田，所到之处，唱响的是主旋律，
弘扬的是正能量，收获的是掌声和欢笑，传
递的是文明风尚和奋进力量。

“老骥伏枥，只要有人爱听，我就和宣传
队的同志们一直演下去，唱下去。”谈及未
来，马万增满怀期待。8

古稀老党员乐当山乡“宣讲员”

“头伏饺子二伏面，各位在外

打拼的亲们，这两款网红面，能让

你尝到家的味道。”7月26日，南阳

市镇平县想念食品产业园的直播

间里，随着“网红”主播的推介，下

单量飞速暴增。

小龙虾拌面、番茄牛腩面、牛

肉烩面……这些网红面的诞生，凝

聚着想念食品创客团队一帮90后

创业者的心血，从选择口味、设计

包装到上网直播，他们打造的“爆

款”河南烩面登上央视新闻频道，

引来了央视主持人的点赞。

无独有偶，正值农忙季节，播

主“农村小罗”依靠 21万粉丝，帮

助乡亲把花生、玉米卖到了全国各

地。这名家住新野的农村创客，和

入驻南阳创业大街的速飞传媒签

约的一批视频达人，借助短视频、

直播等手段，通过自己的创意和努

力，把农产品销售从“线下”搬到

“线上”，让原本滞销的农产品实现

快速销售。

第四届创新创业南阳论坛、

“华为杯”南阳创新创业软件大赛、

南阳市第四届“人才回归创新创业

之星”评选……这个夏天，“双创”

是南阳最热的词汇之一，全市 30

余家创新创业平台你来我往，争相

举办各类“双创”活动，创客达人们

作为主角“你方唱罢我登场”，南阳

正激荡起一股创新创业的热潮。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惠博

“人穷志不穷”，在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沙岗村，
有一位贫困户，在驻村干部帮扶下，自立自强，靠着一
双勤劳的手，不仅拔掉了“穷根”，而且完成了从贫困
户到脱贫先锋的完美蝶变。

他叫袁根，今年28岁，个头不高，因身患小儿麻痹
症走路颠簸，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他每天忙
碌在扶贫一线，整理材料、填写表格、入户走访……在
扶贫“战场”上挥洒着青春汗水，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
光芒。

袁根母亲李秀焕是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患者，父亲
于 2008年 11月意外去世后，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袁
根因为腿脚不灵便，干不了重活，他就在附近工厂打
工干些简单的活儿，靠微薄收入勉强度日。

2016年 5月，为了帮助袁根，经村“两委”研究讨
论、村民评议，村里确定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年末，沙岗村根据袁根的情况，把他安排到公益岗
工作。在乡村干部的教育引导下，袁根自强不息的劲
头得到充分激发，硬是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于 2018
年年底光荣脱贫。

不但自己脱贫，还要帮助乡亲们脱贫。虽然只有
初中文化，但袁根勤学好问，能熟练操作电脑，村里有
关扶贫工作的资料，他也能帮忙处理，俨然成了半个

“扶贫专干”。2019年 3月，袁根成立了“沙岗扶贫”微
信群，将能用智能手机的贫困户都拉到群中，当起了
群主，在群里向大家发通知、讲扶贫政策，忙得不亦乐
乎。有活动时，对群内通知不到的贫困户，他一定会
骑着三轮车一家一户通知，保证不落下一人。

“有问题，找袁根”是沙岗村贫困户经常提及的一
句话，而提起辖区的贫困户，哪家什么情况，袁根都熟
记于心。为了能尽快上手，袁根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
小时以上。如今沙岗村 14户贫困户的情况他已烂熟
于心，他也成为扶贫干部的好帮手，做好扶贫政策宣
传，更好地配合村“两委”开展扶贫工作。

他对待每一个贫困户都像自己家的亲戚一样不
厌其烦、耐心细致，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他整理的扶
贫台账规范整齐、分门别类、清清楚楚，方便查阅；他
入户走访，冬天不怕寒冷，夏天不怕炎热。

如今，脱贫后的袁根仍然干着两份公益岗工作，
负责打扫村里卫生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卫生，每天去得
最早，打扫得也最干净。今年“七一”，溧河乡党委将
袁根列为入党积极分子。

自信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袁根的人生之路。如
今在沙岗村，袁根的自强、阳光鼓舞和激励着越来越
多的村民，大家不等不靠，依靠党的好政策，通过勤劳
的双手，敢闯敢干，走上了脱贫致富路。8

“双创”搭台 创业“大戏”唱正酣

创意让梦想落地生花

7 月 29日，在南阳建业凯旋广场商务
楼的办公室里，彭飞正在面试暑期前来应
聘的大学生，他告诉记者：“互联网时代，年
轻人的思维最活跃，他们是未来的主角。”

因扎吉电子商务、吃喝玩乐在南阳、因
扎吉新媒体，这一串名字背后，是资深创客
彭飞的十年创业转型之路。2009年，在本
地论坛“广场南街”担任版主的彭飞用网名

“因扎吉”，发起了一系列网络慈善救助活
动，也因此结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

“那时候大家说，彭飞你既然擅长策划
活动，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品牌呢？”彭飞
说，很多商家愿意参加救助活动，也希望通
过活动推介自己的产品，“既然有这种需
求，我就带起了团队，把商家捐赠的产品置
换成生活必需品，送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不断地举办活动中，彭飞意识到创
意的重要性。他瞄准网络品牌推介这个商
机成立电商公司，通过主题策划制造一个
又一个“话题”，把“线上+线下”模式应用
到品牌营销中。

2014年，彭飞的公司作为互联网营销

的新业态，免费入驻雪阳电商孵化器。有
了创业平台的支持，彭飞招揽技术人员，打
造出南阳第一家美食公众号“吃喝玩乐在
南阳”，他开发出“南阳美食地图”“南阳吃
货团”等子品牌，为本地市民提供各类美食
资讯。

2017年，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彭飞团队
又入驻了南阳创业大街等孵化平台，获得创
业基金等融资，再次转型为专业网络品牌策
划机构“因扎吉新媒体”。他们为支付宝策
划的“寻找锦鲤”活动火爆全国，为建业凯旋
广场策划的“灯光夜市”活动很受市民欢迎。

如今，“因扎吉新媒体”正在孵化数个
互联网商品品牌，领域涵盖商超、酒水、食
品等，团队从最初的两三人成长为超过 20
人的自媒体品牌。彭飞说，创业十年间，公
司依靠创意从小到大，以后还要依靠创意
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为创业插上飞翔翅膀

7 月 28 日，在南阳卧龙区众创空间 B
区的一间办公室内，地上堆放着电缆，桌子
上摆着各种机械工具，门口的操作台上放
着一台类似修鞋机的机器。“这其实是一台

机械臂。”这家名为河南伟道维新机器人科
技的公司负责人王秋石告诉记者，这个看
起来简陋的设备，背后是设备自动化控制
线路、机器人系统集成等高端智能技术。

目前，王秋石和他的团队已经为方城
一家材料公司研发部署了一条自动化生产
线，让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了实际应用。王
秋石通过网络打开监控视频，镜头内，高
达 3米的机械手正在灵活执行一系列精确
无误的动作：抓取模具—放入材料—压制
成型。

王秋石说，为了让构思变为现实产品，
他和另一位公司创始人李奎森足足在实验
室埋头设计了 6个月。“设计方案从打图纸
开始，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出样品进行验证，
然后邀请客户进行测试，整个方案要经过
无数次沟通、实验。”王秋石告诉记者，一开
始方案设计了两个机械手协同工作，在研
发中，他大胆提出用一只机械手完成全部
工序，“开始客户并不认可，因为国外同类
产品还没有这种设计，当我们拿出数据和
样品解释，这样系统更加稳定可控、性价比
更高后，他们信服了。”

“这是一家小而强的科技企业，他们是
用核心技术打开了市场。”卧龙众创空间的
项目运营方虹志企业孵化器负责人王森表
示，在今年虹志组织的一场路演活动中，伟
道维新公司因为具备实际应用案例，已被
两家郑州投资机构相中，对方表示，这是一
家有独角兽潜质的企业。

其实，虹志企业孵化器本身也是一家
“双创”平台，他们不仅自身孵化项目，还把
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平台的运营中，颇有
些“鸡生蛋、蛋生鸡”的意味。目前，在虹志
的“操盘”下，卧龙众创空间吸引了新尚科
技、荣恩大数据、贝塞尔影视、伟道维新机
器人科技、贝诺尔环保、农腾农业等十几家
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企业入驻。

“创业者要找到自己的‘锦鲤’，也就是
能够发展的方向。”王森说，卧龙众创空间
入驻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属于初创企
业，创始人大多是90后，项目多以技术为核
心，不少创始人还拥有多项专利。经过一
年多的运营，这里已经成为孕育未来的载
体，入驻企业在人工智能能、、大大数据、电子商
务等领域各自占据了后发优发优势。8

南召县

“五星”退役军人受到表彰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我弟弟 17岁那年
牺牲在越南战场上，得到消息后我化悲痛为力量，来
到弟弟生前的部队当了一名卫生兵。退役后，我一直
奉养双亲，如今二老身体不好，我要好好照顾他们，让
他们安享晚年，这也是替弟弟尽孝！”7月 23日，在南
召县庆“八一”暨首届退役军人“五星”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上，荣获“孝老爱亲之星”的韩国敏披红戴花走上
舞台，满含泪水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台下响起了雷鸣
般的掌声。

近年来，南召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取得丰硕
成果，率先成立全国首家县级退伍军人服务中心，出
台一系列优抚优待优惠政策，对退伍军人及军烈属
实行全覆盖、系列化、一站式服务，在全社会形成了

“让当过兵的人一辈子受优待”的浓厚社会氛围，广
大退役军人主动投身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此次活动
评选出了一批“孝老爱亲之星”“爱岗敬业之星”“脱
贫帮扶之星”“助人为乐之星”和“励志创业之星”。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
良好精神风貌，展示了新时期退役军人不屈不挠、奋
勇争先的豪情壮志，为该县广大退役军人起到了示
范引领作用。8

身残志坚变身“脱贫先锋”在内乡县灌涨镇福瑞兹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内，来自魏庄村、刘营村的新型职
业农民们正在组培车间里组培杂交构树
苗。种植杂交构树既能获得粗蛋白木本
饲料，解决农牧争地的矛盾，帮助农户脱
贫致富，又能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
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
一。目前杂交构树已在余关、王店两个
乡镇种植200余亩。 8 樊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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