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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当县衙古街响起琅琅诵读声，600
名读友跟着主持老师齐声诵读《诗经·蒹葭》。

自 7月 13日内乡县创办“菊乡书声—晨
读晚诵读书会”以来，在湍河两岸，在县衙古
街，内乡借力读书会打造文化新高地，成为
古城内乡最美的风景和最有朝气的文化标
签，全民阅读的氛围浸润着每一个内乡人的
生活。

内乡县在文化为民、文化乐民、文化惠
民上下的功夫、花的心思、做的尝试，引起了
群众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参与。通过供给群
众多样化、多元化的文化产品，点燃了广大
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发展、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火种，实现了由“群众看”到“群众演”，
由政府“送文化”“种文化”到“群众主动去传
播文化、种文化”的巨大转变，形成一种群众
文化自觉。内乡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赵国浩感慨道，真正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文化
获得感、文化满意度，形成了文化温润人心、
文化助推发展的新局面，展现了内乡用文化
引领风尚、文艺服务社会的新气象。

让群众的生活里，有诗有歌有远方，让
群众担当文化传播的主角，内乡文旅强县呼
之欲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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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四好”农村路
通了道路富了乡亲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陈康）
记者近日从交通部获悉，2019年全国“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名单出炉，我省桐柏、孟州、鄢陵、孟津4县市入选。

“以前山上的桃子运不出去都烂在地里，多亏修
了便民路，现在外省的客商直接到地头收购，俺再也
不愁销路了。”11月 15日，正在自家果园采摘朱砂桃
的桐柏县埠江镇高寨村村民李冬彦对记者说。

红叶红了，桃子熟了，农民富了。地处大别山、伏
牛山交界的桐柏县，架起遍布山乡的农村路网，昔日
藏在深山的黄冈红叶成为吸引信阳、襄阳等周边游客
的特色景点，艾草、红桃借助一条条“富民路”走向全
国。

桐柏山乡的变化，只是“四好农村路”服务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之一。目前，桐柏县公路通车总里
程已达 3178.3 公里，公路密度达 166公里/百平方公
里，在南阳市率先实现乡镇通二级公路，村村通柏油
（水泥）路和公交线路城乡全覆盖，路网密度和道路等
级在全省县(市)中处于领先水平。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河南各地以国家级“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创建为抓手，立足公路“建、管、养、运”
做文章，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精准扶贫提供更好
基础设施保障，此前已有南阳市宛城区、内乡县等十余
个县区入选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名单。6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小玲

眼下，正是裕丹参收获的季节。11月 14日，方城
县首届裕丹参大赛现场，药香四溢，热闹非凡，全县15
个乡镇的裕丹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种植能
手同台“赛参”，一比高低。一些靠种植裕丹参脱贫的
贫困户也在比赛中大显身手。

当天上午 9 时，小史店镇刁庄村的丹参种植基
地，药香扑鼻，方城县首届裕丹参大赛在这里拉开帷
幕。全县的丹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种植
能手纷至沓来。只见十几张桌子上摆满了一摞一摞
刚采收的优质丹参。来自杨楼镇黑龙潭村的贫困户
赵保来也带来了自己种植的丹参。他说家里第一年
种丹参，产量和品相都还不错，所以来参加比赛，也
想拿个奖。

据了解，本次裕丹参大赛设立有面积奖、单产奖、
带领脱贫显著奖、“丹参王”奖、种植能手奖、脱贫光荣
奖六个奖项。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两轮比拼
结束，各个奖项已各有得主。来自拐河镇的鹏迈牧业
有限公司，一举拿下了“面积奖”和“丹参王”金奖两个
大奖。“来参加比赛就有一定的信心把握，拿了俩奖心
里可得劲。明年打造万亩桃园，下面全部套种丹参。”
公司办公室主任郭木高兴地说。

小史店镇傅老庄村贫困户刘如江在大赛中拿到
了“脱贫光荣奖”。“我今天得的是脱贫光荣奖，奖金
是 500元，奖金多少无所谓，就是感觉非常光荣，非常
高兴。明年还要再扩种，准备再种 4亩。”刘如江开心
地说。

方城县一直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是道地药材裕
丹参、金木瓜的原产地。近年来，该县立足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发挥道地药材资源的优势，倾力培育发展
中药材产业，聚焦产业脱贫。截至目前，全县栽种面
积 1.6万亩左右，今年冬栽到明年春栽，计划种植 2万
亩以上，2020年计划种植面积3万亩，最终实现10万
亩的种植面积。6

出彩文化浸润精神家园

艳丽的粉彩，白色的水袖，飞扬的裙
裾，悠扬的唱腔……南湖湾广场的舞台
上，锣鼓一敲，宛梆开演，大人们脸上乐
开了花，孩子们也各自找好位置，入了
戏。男声粗犷豪迈、奔放明朗；女声委婉
清亮，犹如鸟鸣，极具独特艺术魅力的宛
梆是那么受人喜爱，那么让人着迷。

“出彩宛梆—戏曲大家唱”，是四项
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之一，依托内乡宛梆
的演职人员，以宛梆为牵引，每周日晚
教观众唱宛梆及豫剧、越调等剧种的优
秀唱段。舞台上，老师教唱起了宛梆
《打金枝》选段，演员示范起了宛梆花
腔，观众们进行了互动演唱，娃娃们学
起了戏曲念白……梆胡独奏、戏曲打击
乐合奏等，让观众们纷纷感慨：原来戏
曲伴奏器乐也有这么震撼人心的声音。

和“出彩宛梆—戏曲大家唱”一样，
“放歌湍河—公益红歌会”“舞动内乡—
百姓大舞台”依托文化专业人员，每周
五、周六晚教唱一首歌，教跳一支舞。志
愿者们把教室搬到河边，变室内辅导为
室外辅导，为群众普及音乐知识，演示舞
蹈技巧。

你唱我唱大家唱，你跳我跳大家跳，
唱出心中最美的歌，跳出心中最美的
舞。每到这时，就会有观众登上舞台“一
决高下”，纷纷亮出“看家绝活”。独唱、
对唱、合唱，民族舞、拉丁舞、广场舞，悠
扬的旋律，美妙的歌声，热情的互动，燃
爆全场。

“我们以文化专业团体为依托，招
募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文化志愿者，通
过教学、分析、示范、展示、互动等环节，
打破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界限，让演员走
入观众当中，让观众融入演出当中，同
唱同演。参演群众之广、城乡互动效果
之好、反响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内乡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徐
向升说。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康帆 杨振辉

“再也不怕雨天出不去门了！”11 月 18
日，在淅川县商圣街道顺风社区，居民刘志明
指着宽阔明亮的柏油路高兴地说。

“那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了‘县委书
记热线’。”刘志明说，结果一个电话搞定，街
道、社区很快就会同县住建局实地调查，目
前，一条全长460余米、宽5米、各种基础设施
全部配套到位的沥青路马上竣工。

据统计，今年以来，淅川县“民生热线”共
接群众来电 4566 起，办结率 100%，满意率
93%。通过“民生热线”解决实事，是该县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缩
影。“我们以活动为抓手，强化问题意识，认真
检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切实把初心、使命
转化为推动淅川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动伊
始，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就把为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为了更好找差距、抓落实，破解发展中的
短板，淅川县创新活动载体，将主题教育与

“两弘扬一争做”“三清理一公开”“三亮三比
三评”等活动相结合，从各行各业中筛选优秀
典型，组成先进典型事迹巡回报告团，走进各
乡镇、县直各单位，开展报告近 30场，确保主
题教育入脑入心。

然而，让群众满意度最高的是，淅川县要
求各级各单位结合工作职责，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办成 5到 10件惠民利民实事好
事，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气象、新变化。

在县城，针对居民提出的路面破损、建筑
工地安全隐患、医疗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县住
建局投资400余万元，在半个月时间内，集中
人力、机械，打了一场“街道破损歼灭战”，共铺
设沥青路面7500平方米、混凝土路面4100平
方米，同时对全县 21个建筑工地进行地毯式
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在乡村，县处级领导深入一线，结合贫困
县摘帽“四个高质量达标”要求，与基层群众
开诚布公交流，共接受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 78件，目前已解决 59件。在全县 5400
余名帮扶责任人中，以“宣讲一次政策、化解
一起矛盾、办好一件实事、打扫一次庭院、组
织一次餐叙”为主要内容的帮扶工作“五个
一”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活动开展以来，
累计为贫困群众化解矛盾 300多起，办理实
事好事8000多件。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俯下身子为老百
姓办实事，渠首大地到处是只争朝夕、大干快
干的创业热情，与此同时，淅川的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信访总量持续大幅
下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6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左力

11月 24日，唐河县第四小学门前，
几台大型机械正拆除三处违规临时建
筑，围观的家长交口称赞。

对城区群众反映强烈的“三违”整治
问题，唐河县派出 5个专项巡察组进行
巡察办理，对交办的 300余起疑似违建
线索深入排查，遏制新增违建 80余起，
拆除各类违建近万平方米，城区“三违”
势头明显遏制。

这是唐河县以“民生情怀”践行“初
心”和“使命”的一个缩影。在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该
县针对在主题教育中检视出的 427个事
关社会民生的问题，建立台账、挂图作
战、靶向发力，目前已整改落实 282个。
同时聚焦教育振兴、城市“三违”、环保
攻坚等群众反映的 17 类 108 项热点问
题，实行“三大民生工程专班制度”，确
保事事落地落实、件件整改到位、桩桩
惠泽民生。

民有所需，我有所应。唐河城市
“四大功能区”的临港经济区和产业集
聚区隔河而望，打通两区既是发展所
需，又是百姓所盼，澧水大桥连通工程

由此上马。即将建成的澧水大桥，既是
打通 38公里环城快速通道的民生之桥，
又是推动城区融合发展的希望之桥。

城市提质，慰藉民心。唐河县围绕
做好“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四篇文章和城市“四治”工
作，按照“一环二轴一新城、三区并进抓
提升、五湖四海水润城”的总目标，内
外兼修，统筹推进，共谋划实施道路交
通、公共服务、生态水系等重点建设项
目 164 个，总投资 270 亿元，全年计划
完成投资 150亿元，实现了基础建设大
提质、城市管理大提升、城市的承载力
和人口吸纳辐射力大增强，取得了城市
发展、人民满意、社会和谐的良好效
果。

“我们在主题教育中，始终把解决
群众关注问题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的一把标尺，即知即改、真改实改，让群
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成
效。”唐河县委书记周天龙说。

如今的唐河，党员干部作风明显好
转，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全县呈现出自
然生态天蓝地绿、经济生态活力迸发、
社会生态向上向善、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的良好势头，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
度不断提升。6

11 月 11 日，郑
万高铁南阳东站完
成静态验收，郑万高
铁开通正式进入冲
刺阶段。南阳东站
站房外配套工程，包
括站前广场、公交枢
纽、长途客运站和七
条主要道路建设已
经基本完成，将于近
日迎接正式验收。
南阳即将进入“高铁
时代”。6

崔培林 摄

“亮”成绩“晒”短板
“评”出精气神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孙风雷

“我们坚持‘新野出彩、公路先行’理念，构建了
‘承襄入宛、西进东出、北连南接’大交通工具……”

“贫困发生率从2016年的2.3%降至0.61%……”
“实施义务教育县乡学校‘手拉手’对口支援计

划，推进教育一体化发展……”
11月 11日，会议室内“亮成绩、展风采、鼓干劲、

激活力”“践行初心竞相出彩、担当使命勇创佳绩”“亮
出精气神、晒出成绩单、评出好中差”……红色横幅异
常醒目。

从当天上午 9时到下午 5时，新野县 35个政府部
门“一把手”陆续上台，围绕“亮成绩、晒短板、谈打算”
三个方面，并与主题教育检视问题相结合、与年初指
定的目标任务相结合、与服务县中心大局相结合，发
言内容一针见血，揭短不避丑，说成绩不掺水分。

谁来做考官？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县处级领导、
乡镇（街道）党政正职、“两代表一委员”、老干部代表、
先模代表、企业界代表共 121名各界人士做评委，按
照“好”30%、“较好”50%、“一般”20%，逐人打分……
不断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为把全县
各级党员干部的注意力引导到干事创业上来，把兴奋
点聚焦到担当作为上来，新野县开展了“亮、晒、评”活
动，通过上述下评，让下级充分领悟上级决策部署、目
标任务，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抓党建
与促发展融合起来，确保各级在定目标、作决策时更
加科学务实，推动主题教育往实处走。

“我们开展县直有关部门党组织书记‘亮、晒、评’
活动，这既是主题教育的工作要求，更是干部作风建
设的重要抓手，通过这个载体，打通服务基层群众‘最
后一公里’，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更好地激发起全县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事创业的生机活
力。”新野县委书记燕峰说。6

致富大比武
“参赛”见高低

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勇于亮剑解民忧 实招硬招解难题

南阳即将驶入“高铁时代”

在万山红遍的季节，当你清

晨行走在内乡的湍河岸，能听到

书声琅琅，乐声悠扬；当你驻足夜

晚的湍河边，能感受舞姿蹁跹，余

音绕梁……当你走入内乡人的生

活，看到的是文化已根植到群众

心中，融入文化、传播文化已经成

为内乡人的“文化自觉”。

以文化城，城以文兴。今年

以来，中共内乡县委宣传部、内乡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内乡县广

电中心联合推出了“菊乡书声—

晨读晚诵读书会”“放歌湍河—公

益红歌会”“出彩宛梆—戏曲大家

唱”和“舞动内乡—百姓大舞台”

四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以朗

读、歌唱、戏曲、舞蹈为载体，把

“群众看”变为“群众演”，并逐渐

形成一种文化新现象。

群众自发“种文化”

群众唱出专业范儿

“菊乡书声—晨读晚诵读书会”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余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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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在文化为民文化惠民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