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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近日，记者从南阳
农业农村局获悉，南阳市在全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推
进中成绩显著，综合评分名列全省第一名，荣获全省
益农信息社建设运营示范市。

据了解，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是推进信息化技术
新模式在农业农村落地示范的重要平台，是向农民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综合服务的重要窗口，是
推动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的重
要渠道。此次考评是对全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开展
以来的总结回顾，为此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门出台先进市和先进县考评办法，考评
采用百分制，分为建设、验收、财政资金拨付和运营
四个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南阳市总得分 89.43 分，居
全省第一。两年来，南阳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共建
成村级益农信息社 3607 个，并推动益农社开展运
营 ，截 至 目 前 该 市 益 农 信 息 社 运 营 订 单 总 金 额
8254355元。下一步，南阳市将实现益农信息社服务
全覆盖，为实现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支撑。7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农村结婚场面，那
时候，没有婚车，嫁妆靠人抬，新娘子步行到婆
家……”10月21日，西峡县乡村画家王志强站
在其新作《龙乡巨变》前，向记者娓娓道来。

“我家老王历时一年多，创作的国画长卷
《龙乡巨变》由农耕图景、激情岁月、党恩普
照、产业富民、乡村振兴这五个部分组成。每
个部分长 8米、共 40米长，宽 1.1米，总共 44
平方米，光颜料就用了20件。”王志强的爱人
杨蕾说起来老王的作品也是一脸自豪。

今年 57岁的王志强出生于西峡县军马
河镇后河村。父亲王成钦是一位民办教师，
经常为学校的墙刊绘制插图，幼小的王志强
被深深吸引，对绘画的热爱从此根植于心。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画的天安门广场、
城楼和五星红旗，那是国家的象征，我学绘画就
是从画天安门城楼开始的。”王志强回忆说。

高中毕业后，王志强本打算考取美术学
院，但是由于家境困难，他不得不放弃继续求
学的机会，回乡务农。但他初心不改，白天在
地里干农活，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练习绘

画。“我先到南阳求学，后又到西安进修，在绘
画这条路上一走就是40多年。”王志强说。

如今，王志强已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南阳
师院创新创业导师、西峡县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画家。

从记事起，王志强全家 6口人挤在三间
茅草房，1978年下半年，全家住上了砖瓦房，
2018年，全村的人都住上了楼房。

“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峡人民沐浴着党的
阳光和雨露，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幸

福美满。我从最偏远的农村走来，一路见证了
家乡的巨变。”王志强感慨万千。

太平镇的太平古道、回车镇的屈子劝谏
图、军马河镇百米长的二十四节气图、双龙镇
杨河村的二十四孝图……这些年来，随着绘
画技艺的日益精湛，王志强受邀先后为全县
的10多个乡镇描绘了乡村振兴文化长廊。

看着乡亲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居住环
境一天比一天美，王志强萌发了创作一幅国画
长卷，展示70年以来西峡城乡巨变的想法。

从2018年 6月起，王志强开始着手查阅
资料，翻看有关摄影作品集，从中寻找创作灵
感，绘画先后数易其稿。“我经常睡醒一觉，还
看到他在台灯下埋头创作，光是修改白纸素
描小样就有30多次。”杨蕾心疼地说道。

经过一年多呕心沥血的创作，王志强的
作品《龙乡巨变》终于精彩呈现。过去人们
骑着自行车出行，现在小轿车走进千家万
户；过去牛耕田、驴推磨，现在发展猕猴桃、
香菇、山茱萸三大支柱产业；过去村里是羊
肠小道，现在村村通公路；过去点煤油灯，现
在电灯、电话、电视、网络进农家；过去是低
矮茅草房，现在是乡村别墅。王志强将这些
巨变都融进了他的画中，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幸福生活新风扑面。

“从绘画技巧上讲，他综合运用了油画、
水粉画、宣传画、版画、国画的技法，融会贯
通，利用大美术的创作风格，细节生动，现场
感强，气势磅礴，生活气息浓郁，1000多个人
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使参观者眼睛一亮，
犹如身临其境，”西峡县美术家协会顾问马
宗林说，“这幅作品直观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西峡城乡的巨大变化，是城乡繁荣发
展的连环画，更是乡村振兴的缩略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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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高新
海）周南高速南阳段年底通车，东环路重点路段进入收
尾阶段，唐河复航工程进行现场勘察……10月 21日，
记者从南阳市交通部门获悉，全市一批重大交通基础
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前三季度完成总投资71.7亿元。

据南阳市交通部门负责人介绍，周南高速南阳段
自 2017年正式动工建设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44.8 亿
元，其中今年完成11.3亿元，项目进展顺利。今年7月
30日，周南高速南阳段上跨京广铁路桥顺利完成转体
施工，为年底全线按计划建成通车创造了条件。

除周南高速外，南阳一批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迈
入提速阶段。其中，郑州至西峡高速公路栾川至西峡
段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累计完成投资 39亿元，今年完
成15.6亿元；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西峡至淅川马蹬段
项目今年已完成投资10.1亿元，渑池至淅川高速公路
马蹬至豫鄂界段规划选址意见已批复，前期工作正在
强力推进。焦作至唐河高速公路方城至唐河段项目
工可、初设已批复，施工图正在编制，目前已进入社会
投资人招标阶段。

记者还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南阳市东环路、北京
南路施工建设目前也即将完成。其中中心城区外环
路一期工程东环路项目、光武路郑万高铁南阳卧龙站
至东环路口段道路新建工程两个项目可望11月 25日
前实现通车。北京南路工程已经列入 2019年度第二
批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其中南
阳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东门施工段于 8月 15日先行启
动，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土方清运和西侧雨污水管道
的施工。

南阳市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前三季度，南
阳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71.7亿元，占全年投
资目标的83.4%。其中高速公路完成37亿元，干线公
路完成 18.5亿元，农村公路完成 13.5亿元，场站建设
投入 1.9亿元，水运建设完成 8000万元，随着郑万高
铁将于年底通车，南阳高铁、高速、水陆交通立体交织
的时代即将到来。7

南阳交通建设前三季度完成投资71.7亿元

周南高速南阳段年底通车

地方传真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王松林
陈辉）10月 21日，记者在位于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大
陈营村潦英路西侧的盛唐林源家庭农场了解到，该农
场种植有机桃、梅子、樱桃等特色水果 620亩，解决了
100多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共安置 7户贫困户
常年在企业工作，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左右。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卧龙区紧盯产业扶贫和就业
扶贫，鼓励发展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绿色产业扶贫基
地，帮助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陆营镇冢头东
村闫德全的妻子身患残疾，女儿在上学，他只能围着
几亩地打转转，不能外出打工。一年前他选择在村里
的芸林农庄绿色产业扶贫基地葡萄种植园里打零工，
干一些锄草、浇水、摘果实的工作，每月就有 600元的
收入，生活状况逐步好转起来。据统计，该区 30多家
家庭农场共安置百余名贫困群众就业，让贫困户在家
门口打工，心情轻松，家庭和睦，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
想。7

小小 带动产业新气象
——从“香菇小镇”建设看特色产业如何持久稳定

近年来，淅川县种植软
籽石榴近 5万亩，产果量预
计达270万斤。发展软籽石
榴产业既调整了淅川县产
业结构，保护了水质安全，
也增加了群众收入。7

南阳荣获全省益农信息社
建设运营先进市

家庭农场铺就扶贫新路

乡村画家描绘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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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图片新闻

方城县全民健身运动会于10月 12日至 23日举
行。篮球、乒乓球、广场舞、拔河、钓鱼等 13个大项、
23个小项的比赛吸引了2400名群众一决高下，也带
动了全县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图为10月23
日全民健身运动会闭幕式现场。7 孙宇 摄

“只要干部带
头，收入稳定，群
众就有积极性”

“我种香菇已经十四五年了。几年来，
我与其他村干部联合投资近千万元，先后
建成两个香菇种植扶贫基地。群众看到村
干部带头种香菇，积极性特别高。”10月 22
日，吕明军自豪地对记者说。

吕明军是朱庄镇朱庄村的“当家人”，
也是桐柏国芝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在朱庄镇，像吕明军一样的“理事长”
还有很多，他们大都是村里的干部。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
这话一点不假，朱庄镇香菇产业发展，就是
村干部们带动的结果。过去，镇里种香菇
的群众不少，可都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

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鼓
励群众发展规模化经营，
齐 心 协 力 建 设“ 香 菇 小

镇”。刚开始，群众
有顾虑。2013 年，
镇里号召全镇 9 个
行政村，村村成立

香菇种植专业
合作社，合作

社理事长均由村支部书记或村委
会主任担任。吕明军和馆驿村原
支部书记刘国和一商量，自筹资金

近600万元，合作建起朱庄镇首家香菇生
产基地。基地生产的养好菌、可出菇的优

质香菇袋，对贫困户每袋只收4元，
有劳动能力的拉回家自己种
植，没能力的特困户可以基
地托管，享受分红。贫困
户都说，镇村两级为群众脱
贫致富考虑得太周到了。

“基 地 是 个
宝，咱们脱贫致富
离不了”

“现在群众已离不开基地
了！”10 月 22 日，正在朱庄村易地
扶贫搬迁点香菇种植基地忙碌的吕明军告
诉记者，“在这儿加工袋料、灭菌、养菌、种
植香菇，那叫‘得劲儿’！”

究竟在基地种植香菇有多得劲儿？吕
明军给记者作了详细介绍。他说，过去百
姓自己找地方加工袋料，灭菌过程是在蒸锅
里进行的，这个过程需要烧柴，三天三夜至
五天五夜方可完成。而在基地灭菌，只需要
19个小时即大功告成。由于灭菌效果好，出
菇率比农户用蒸锅灭菌高出 20％。在养菌

和出菇阶段，农户如果自己种植，需要寻找
合适的场地，购买遮阴网等，而在基地种植，
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省时省心省力。

建设香菇种植基地，是朱庄镇党委政府
决策、倡导并推动落实的结果。为此，镇党

委、政府一班人带领村干部、香菇种
植大户外出考察学习，积极解决
场地、资金等难题，从而推动了
基地建设遍地开花。

“当好‘保姆’，
服务到家，让菇农
高枕无忧”

在朱庄镇，农民“伺候”
香菇大棚，政府“伺候”菇农，

“服务”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富民
行动。10月 22日，正在菇棚里忙活的

菇农吴传勇告诉记者：“我眼睛不好，过去在
外打零工，收入不固定，忙活儿一年下来口
袋里不落几个钱。现在通过政府免费提供
技术培训，在家种植香菇，不仅收入稳定，还
能照顾老人孩子。”

政府服务到了家，脱贫农民乐开花。“我
们提出‘全程化服务、系列化服务、优质化服
务食用菌’的‘三个服务’口号，并切实落到
实处。”朱庄镇人民政府镇长朱峰告诉记
者。三年来，镇里不仅帮助农民建成了 5个

香菇种植基地，还建成一个年生产 100万斤
优质菌种的菌种厂和一个年出口创汇 1500
万元的香菇加工厂，朱庄香菇产业在生产、
加工、销售上形成一条龙产业化的链条。两
年来，已累计为群众代加工香菇 100 余万
袋，为群众节约成本50余万元。全镇目前仅
从事香菇销售的商户就有60余户。

“发展品牌经济，靠外向型、
多品种谋长远发展”

郭进定是桐柏县进定香菇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2006年，他申请注册了“金秋
农”食用菌商标。2012 年，他又注册了“桐
淮”食用菌商标，在沿海几个城市建立了稳
固的销售网络，同时，邀请外地经销商到桐
柏来考察，让他们了解食用菌种植的组织和
规模，更让他们知道这里的农副产品是无污
染的绿色食品，让他们放心销售。在郭进定
等经济能人的带动下，“朱庄香菇”美名远
扬，产品远销到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

“销路不用愁，菇农足不出户，经销商
上门收购。”郭进定说。

像郭进定一样，朱庄菇农在市场大潮
中，对品牌形象的追求越来越高。不仅如
此，他们还居安思危，观“机”思“危”，在稳固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同时，着眼长远，在绿
色环保、有机产品认证及多种经营、发展观
光农业上开启了新的征程。郭进定告诉记
者，2013年，朱庄镇生产的香菇、木耳获得国
家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和无公害农
产品证书，2018 年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证
书。目前，该镇正在从单纯生产袋料香菇向
同时发展猴头菇、草菇、袋料木耳、黄金菇、
茶树菇、虎皮菇等多种食用菌的转变，食用
菌生产更加注重节约集约化、绿色有机化、
标准国际化。

“发展产业是实现群众脱贫、乡村振兴
的根本之策。我们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围
绕小小的香菇做足文章，实现了‘家家户户
有产业’的目标，全镇香菇年种植规模达
1500 万袋以上，实现了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致富、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目标。”
朱庄镇党委书记岳道有说。7

一座座香菇种植大棚错落有致，整
齐划一的架子上分层地躺着一个个长
约半米的“胖娃娃”，大棚一角的食用菌
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忙着备料......
深秋时节，走进桐柏县朱庄镇，处处能
感受到香菇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
耳闻目睹的景象无不令人振奋。

一个资源并不富足的山区小镇，
是如何把小香菇做成了大产业的？
这一产业后劲如何？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深入朱庄镇
进行采访。

朱庄镇村民采摘香菇 刘佳 摄

▶农户喜摘软籽石榴
杨振辉 摄

▼软籽石榴喜获丰收
胡波 摄

王志强（左）与书画爱好者共赏作品 封德 摄

小小香菇惹人爱小小香菇惹人爱
刘佳刘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