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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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运

“每每看着他们安享晚年的样子，我就像喝了
蜜一样一直甜到心里头！”9月 3日，秋日的阳光下，
固始县张广庙镇中心敬老院院长孙云华站在二楼
的阳台上，看着院里自得其乐的几十位老人，乐呵
呵地说。

今年61岁的孙云华，身材瘦削，个子不高，说话
不紧不慢，干事却风风火火。2018年 10月，有着40
年党龄的张广庙镇武装部干事、信访助理、纪委委
员孙云华到龄退休了，他却放着天伦之乐不享，当
起了镇中心敬老院院长。

当时敬老院入住的有全镇 60多位特殊供养老
人，他们大多没有直系亲属，缺乏亲情呵护，有的残
疾，有的患病，有的年迈体衰，生活多半无法自理。
加之敬老院的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和人员服务亟待
改善和提升。就是这么一个苦差事，找谁谁摇头。

“镇党委找他谈话时，这个全镇有名的‘老黄
牛’起初还有些犹豫。”张广庙镇纪委书记马国廉
说，“他妻子两年前患癌正在治疗和康复中，家里小
孙子才两岁也正需要人照顾。”

让人没想到的是，孙云华克服重重困难，做通
了家人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敬老院的担子。
以往多年的军旅生活，锻造了他不服输的个性。从
此，他挑起了当好农村五保老人“大管家”的重任。

孙云华的手提包里有个特殊的“小档案”，里面
详细记载着每一位老人的情况，比如杜如良老人一
只腿热疼、一只腿寒疼；朱泽成、游庆福二位老人眼
盲不能下楼吃饭，上厕所要专人陪护问题……

“在这里，每一位老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来
了，我必须保证你们过得比家里好！”这句话孙云华
经常挂在嘴边。

孙云华不仅注重改善五保老人的生活，他还经
常组织开展集体活动，陪老人们打扑克、下象棋、看
电视，让他们老有所乐。

孙云华的辛苦付出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县
里不少志愿者和爱心团体纷纷前来，关爱帮助五保
老人。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下，敬老院的硬件
设施逐步完善，环境卫生大大改观，管理运行也越
来越规范有序，老人们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9

他是五保老人“大管家”

俺一家富了不算富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刘长河

“这片田里是无公害水稻，这几口大塘是生态
垂钓和水产养殖中心，那边是林果采摘园和花卉观
赏基地……”9月 1日，在商城县上石桥镇堆塘村华
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养殖基地内，张克涛一边
走，一边介绍着这一大片农业生态观光园。

今年43岁的张克涛是本村人。20多年前高中
毕业后，他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从开小
餐馆做起，省吃俭用攒下人生第一桶金后，回家乡
拉起了一家建筑公司，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生意
可谓做得风生水起。

“俺一家富了不算富，得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
子，我这心里才踏实。”张克涛说，小时候家里穷，乡
亲们没少帮助他，如今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
理当为乡亲们做些事。

张克涛说干就干。2016年，他流转了村里数百
亩荒山和田地，整理出高标准农田 150亩，整修出
130余亩坑塘水面，规划建设生态观光园500多亩，
在园子里修起了水泥路，安上了太阳能路灯，栽下
了各种观赏花木和林果2.5万株，带动当地280多户
贫困群众增收……

“以前俺们这穷乡僻壤的，根本就没有外地人
来。自从建了生态园，这里每日游人不绝，若是到
了节假日，游客们开来的车啊，停得到处都是。”借
助生态园的火爆，在家门口开起小卖部的村民刘艳
向记者高兴地介绍。

“我们正准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停车
场、文化广场，还有农具展览馆、乡村书画院和游客
接待中心，再把生态园扩大到千亩以上。到那时，
这周边几个村的父老乡亲，就都能一起致富奔小康
喽。”张克涛充满希望地说。9

文明进门万家欢 刘宏冰 摄

老旧小区变新颜 刘宏冰 摄

图说信阳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汤红涛 朱敏

淮滨县

猫爪草成致富“金元宝”

淮滨县种植猫爪草历史久远，在县里引导下，沿
淮各乡镇大力推广，全县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万亩，
建有专门交易市场5处，年产值达5亿多元。图为9
月2日，王家岗乡王家岗村久日红猫爪草专业合作社
内，村民们正在晾晒刚收获的猫爪草。9

秦怡欣 朱丝语 摄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8月 23
日，记者从河南文艺出版社获悉，继《战国第
八雄》面世之后，信阳籍著名女作家曹雁雁

“楚国三部曲”收官新作——长篇历史小说
《春申君黄歇》，正式出版发行。

被后人尊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
申君黄歇，是黄国贵族后裔，以礼贤下士、门
客三千而著称。黄歇学识渊博，善于辞令，
遇事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倾力助楚国太子
熊完继位后被封为令尹，辅国持权使楚国重
新崛起。后楚迁都寿春，春申君封地由淮北
12县改封吴地（在今上海、苏州一带），其家
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今信阳潢川）。据
《上海地名志》记载，上海简称“申”即是源自
受封于此的春申君黄歇。2002年 9月，上海
世博会申办成功的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

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
据专家论证和北宋出版的《百家姓》记

载，春申君黄歇是黄姓始祖。黄歇被害后，
其门客将其偷葬于故宅内（今潢川县隆古乡
隆古村黄国故城内），之后故宅多次得到整
修，墓区保存完好，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1930 年，吉鸿昌驻潢川期间曾在春申
君墓地立碑，碑上除“春申君墓”四个醒目大
字外，还注明“春申君故居即在此”，半截原
碑上“尸葬于宅后”一段文字仍清晰可见。
自 1995 年以来，每年都有泰国、韩国、马来
西亚、印尼等地的黄氏宗亲寻根团近万人到
此寻根问祖，拜祭始祖。

曹雁雁是信阳商城县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商城县文联名誉主席，9岁开始发表文
学作品，2002年开始出版小说，代表作有长

篇小说《雪蝴蝶》《爱的奇迹》《每天的太阳都
是新的》《放飞》等。自2011年推出首部长篇
历史小说《孙叔敖》至今，她以独特的女性视
角、细腻的笔触，把多位著名历史文化名人鲜
活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
《孙叔敖》《息夫人》《大清相国周祖培》《吴其
濬》《战国第八雄》《春申君黄歇》等，作品近
300万字，创造了河南历史小说创作“男有二
月河、女有曹雁雁”的文学佳话。作品被国内
外多家著名图书馆等机构馆藏，她也先后获
河南省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河南青年五四
奖章、河南十大风尚女性等殊荣。

曹雁雁告诉记者，在完成《孙叔敖》《息夫
人》两部楚国历史人物小说后，她于 2015年
开始了《春申君黄歇》的创作。为了忠实还原
历史，为“城隍爷”黄歇这一家喻户晓的历史

名人赋予灵魂和血肉，她历时两年多，根据史
书中的蛛丝马迹和民间传说，遍访豫、鄂、陕、
皖、苏、沪等六省份二十余个县市，拜访史学
专家，在掌握详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闭门一
年多，才完成20余万字的创作。

茅盾文学奖得主、河南籍著名作家周大
新表示，读历史小说不可错过春秋战国，看
战国四公子不可错过春申君，了解春申君，
首推曹雁雁。著名出版家、长江出版集团原
总编辑周百义则认为，曹雁雁怀着对家乡信
阳历史文化的敬畏和深情，在写出了孙叔
敖、息夫人等系列楚国人物群像后，又再现
了春申君这个风流倜傥而又充满政治智慧
的文学形象。春申君属于楚国，但也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以及养育他的土地，属于民族和
社会。9

信阳籍女作家曹雁雁“楚国三部曲”收官

长篇历史小说《春申君黄歇》面世

文明创建让浉河区“秀外慧中”

老城旧貌换新颜老城旧貌换新颜
暑去秋来，畅游信阳浉河区大

街小巷，不经意间觉得她变得越发

“可人”：马路更宽更美了，街巷干

净整洁了，私搭乱建一夜之间消失

了，一个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乱停乱放的场所变得秩序井然，就

连以往黑黢黢的楼道内也变得清

新明亮，大大小小的居民小区内处

处欢声笑语……

“让浉河变得有颜值更有品位

的，是从去年开始的‘文明创建、综

合治理’提升行动。”9月5日，浉河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鹭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以来，浉河区坚持“以人

为本、共建共享”的创建理念，掀起

了一场“同创文明城市、共享美丽

家园”的全民创建行动。群众都

说，文明创建让浉河变得越发清新

脱俗、光彩照人，宛然一位秀外慧

中的大家闺秀。

拆违拆出新面貌

位于浉河北岸的浉河农贸市场，是一个
露天市场、骑路市场，共有门店、固定摊位、流
动商户500个左右，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周
边市民，但市场内私搭乱建的违法建筑日益增
多，既影响市容环境又占用消防通道；食品露
天摆放售卖，卫生难以保障；占道经营、出店经
营普遍存在。市场热闹火爆的背后，存在着严
重的安全隐患，周边群众饱尝其苦。

从 8月 24日清晨开始，轰鸣的机械开进
了浉河农贸市场，数千平方米的违法建筑，仅
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全部拆除。

据老城街道办事处主任陈俊介绍，从8月
12日起，他们抽调近 40名工作人员，认真开
展了一系列前期调查摸底、宣传动员和商户劝
离等工作，广泛张贴公告，逐户细致宣讲解读
政策，同时在区里统一协调下，将原先在违法
建筑内经营的商户，引导分流到周边的东关、
五星、三里店等市场，从而保证了拆违工作的
顺利进行。

信阳市区有一座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文庙大成殿，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边后来
建的二层仿古建筑内，慢慢聚集起经营文玩的
商户，形成了文庙古玩城。2009年 7月，文庙
大成殿周围二层建筑被擅自加高二层，文庙古
玩城周围的违法建筑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
十年来竟然达到 9处 25间近 1500平方米之
多。这里聚集的文玩经营商户越来越多，文玩
摊贩也纷至沓来。这些违法建筑给周边居民
带来了乱停乱放、噪声污染、消防隐患和环境
恶化等诸多问题。

8月 1日至 5日，文庙内的违法建筑全部
被拆除。8月 13日，85岁的浉河区市民王文
凯看到拆除了违法建筑后的文庙，激动地说：

“这才是文庙该有的样子！”
据浉河区创建办综合组组长张晓辉介

绍，今年7月份以来，浉河区以整治背街小巷
违法建筑为突破口，五星、五里墩、湖东、金牛
山等街道办事处同步开展工作，全面拆除违规
户外广告、门头牌匾1700余处，有力提升了城
市形象和品位，助推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在拆违行动中，该区把维护群众的利益
作为拆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
依法文明拆迁，对生活困难群众及时给予人文
关怀，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全力做好违建拆除
后的街道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工作，及时新

建整修下水管道等配套设施，加大出店经营、
流动摊贩整治力度，规范公共停车秩序，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拆违带来的
成果，赢得群众叫好之声不断。

把路修到心坎上

五星街道七里棚社区，原来连接一组至
九组的一条3.5公里的道路破损严重，路边杂
物乱堆、垃圾乱倒、排水不畅，过往群众叫苦
不迭。

如今再来到这里，道路变成了平整的柏
油路，不仅重新铺设了排水沟，路两边还栽上
了桂花树，沿街房屋墙面都粉刷一新，居民集
中的地方还装上了制作精美的宣传栏，《信阳
文明20条》《社区居民公约》《环保法》等内容
深入人心，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纷纷称赞他们

“把路修到了心坎上”。
浉河区是老城区，历史欠账严重，存在路

面破损多、绿化亮化少、环境卫生差、广告招牌
乱等问题。为了让群众出行顺畅、出门顺心，
浉河区将道路建设作为文明创建的重中之重，
先后对五星街、行政路、民权南街、建设东路、
工区路、申城大道、琵琶路等多条主次干道升
级改造，铺设柏油路面，更换路沿石，改造绿化
带，整理各类管线，施划交通标线。如今再看
街景，马路平整干净，路边树绿花红，将鳞次栉
比的高楼映衬得越发好看。

如果说四通八达的主干道路是城市骨架，
光鲜亮丽的“面子”，那么，背街小巷则是城市的
肌理，冷暖自知的“里子”。在建好主次干道的
同时，浉河区还注重背街小巷的改造提升。仅
2018年就投入5000余万元，按照硬化、绿化、
亮化、美化的标准，对108条背街小巷进行改造
提升。今年，又将20条背街小巷改造提升纳入
文明创建重点提升项目，全部完成后，将基本
实现全区所有背街小巷改造升级。

文明融进骨子里

8月 19日下午4点，燥热刚退，位于民权
路南段的利君小区内，从周口项城搬来这里
的崔大娘，推着小孙子与街坊邻居们聚在院
内绿树环绕的小亭中，开始了他们的午后幸
福时光。

这个小区已建成近30年了，因小区基础
设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管理混乱，院内一度
脏乱不堪，大伙儿纷纷紧闭门户，很少在院内

活动。据统计，像这样的老旧小区，浉河区共
有近300个，涉及城市居民超过10万人。这
些小区普遍规划设计不合理、道路结构复杂、
物业管理不完善。

去年，全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升级项目，
这个小区的环卫设施得到完善，建起了公共停
车棚，还安装了小区门禁和电子监控系统，院
内公共环境得到硬化、绿化、美化，小区面貌焕
然一新，院里的老人、孩童，经常聚在一起，欢
声笑语，怡然自得。

而在距此2公里左右的湖东街道办事处
农专路社区文化中心，6岁女孩胡心月正在
中心内的儿童乐园里快乐地玩耍。这里儿童
活动室、健身器械室、歌舞排练室、职工书屋、
电子阅览室、网络教室等一应俱全。

去年12月，办事处瞄准群众文化阵地缺
失的痛点，多方筹资建成了这个集公共服务、
娱乐、健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阵
地，使周边居民和职工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活动
有了固定的阵地。湖东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主任杨德祥乐呵呵地说：“每天领着
大伙排练、演出，走街道，进社区，可受欢迎
了。”

在搞好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浉河区对全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411个文明城市创建
网格，不断提升社区文明水平。他们采取以奖
代补的形式，大力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
2018年，全区已新建改造标准化示范社区40
个。今年，又有15个标准化示范社区建设纳
入区政府十件实事。

各街道办事处以社区平台为载体，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创建活动：五里墩社区组
织辖区商户成立“爱心商户联盟”，为空巢老
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早餐、免费理发、免费洗
衣等服务；民族社区建成居民健康服务中心，
为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人和高血
压、糖尿病、重症精神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提
供免费体检服务；金牛山街道将春秋京剧团、
国学读书会等13家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服务中
心，为小区居民送去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各
社区广泛建立志愿者服务站，大力推进文明志
愿服务，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渐
成浉河处处可见的亮丽风景线。

新风荡漾千般秀，文明花开别样红。浉
河区通过文明创建带来由外到内的变化，让这
座千年茶都焕发出“清新可人”的迷人气质，引
得八方宾客纷至沓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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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

2018 年，浉河区已新建改造标准化示范
社区 40个。今年，又有 15个标准化示范
社区建设纳入区政府十件实事。

5000余万元

2018 年，浉河区投入 5000余万元，按照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的标准，对 108条
背街小巷进行改造提升。今年，又将 20
条背街小巷改造提升纳入文明创建重点
提升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