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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就在许多人热议“信阳在全国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招聘工作推进视频会上作为全国唯
一地级市作典型发言”的新闻时，5月 19日，
该市又传出重磅消息：2020年计划招录中小
学教师7284人。

在这个总人口 880 余万，现有各级各类
学校 3071所，教职工达 11.5 万人，在校生近
172万人的豫南三线城市，涉及教育的每一丝
风吹草动，很快就会成为千家万户热议的话
题。

6月 6日，拿着刊载“加快河南大别山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会议”消息的《河南日
报》，信阳市教体局局长苏锡凌激动地说：“时
代越向前发展，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越发
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发凸显。加快
老区振兴发展，奋力实现‘两个更好’的奋斗
目标，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靠教育。建设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努力让大别
雏鹰飞得更高更远，大别山革命老区才能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灵活调配解急忧

夏日清晨，走进信阳大别山高中，宽敞明
亮的教室里，1600余名朝气蓬勃的高中学子
朗朗的读书声，汇成魅力信阳最美的晨曲。

为解决教育资源短缺问题，信阳市投资
近 4亿元新建了这所高中，筹建之初，就定下
了要建设全省一流高中的目标。

去年 9 月 9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为大别山高中正式
揭牌。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区教育扩容成
为最牵动民心的大事和实事。2019年，信阳
新建改扩建幼儿园5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58
所、中心城区中小学 12 所，新增学位 5万余
个。大别山高中、百花幼儿园等重大教育民
心工程先后建成投用。

学校建好了，教师从哪儿来？在全市编
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信阳坚持最大限度挖
潜，严格按照“班师比”与“生师比”核定教职
工编制，实行动态调配，在城乡、县域间，通过

“控、调、收、转”，盘活用好编制“内存”。根据
生源变化，他们从部分县区收取编制，优先为
新建学校配备。

近两年间，信阳共调剂县区编制 1100
名，为主城区部分学校及新建学校补足、配备
教师，有效缓解了主城区“大班额”问题，仅大
别山高中就已选聘200多名优秀教师。

筑巢引凤招英才

2018年夏，在东北师范大学连山实验高
中工作了十多年的张志伟、郭婷君夫妇，突然

辞去工作，应聘到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
级中学任教，还带着正在读初二的女儿和年
迈的父母，举家从黑龙江省黑河市搬到了息
县。

张志伟此时已是省级语文学科带头人、
省高考语文评委。郭婷君已是省级美术家协
会会员，水彩画作品先后被 16种专业美术期
刊选用，三次入选中韩水彩画家交流展。二
人可谓前途光明。

而信阳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息县更是
曾被冠以“息老十”的名号，多年垫底信阳教
育。究竟是什么魔力吸引了这夫妻俩？

近年来，息县教育投入“要钱给钱”“要人
给人”“要地给地”，6 年来累计投入 20 亿余
元，建成息县高中、龙湖中学等20所城区中小
学校，新增学位 3.8万余个，累计招聘教师近
4000人。

2018年 7月 10日，息县与华中师范大学
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依托他们先进的教育理
念、优质的教育资源、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成熟
的合作办学模式，实现教育“弯道超车”。

2019 年 12 月 17 日，信阳大别山高中也
挂上了“河南大学附属信阳大别山高级中学”
的牌子。河南大学与信阳市政府决定，共同
将其打造成全市著名、全省有名、全国知名的
普通高中。河南大学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源
源不断向老区“流淌”。

借助全省“招才引智”的东风，信阳教育
掀起一场“广纳英才”活动，张志伟和郭婷君
就是搭乘这趟“快车”来到息县。与他们一起
来的，还有从全国各地选聘的 130名优秀教
师。

今年 5 月 19 日，息县高中新建的首批
374套教师公寓，优先分给从外地招聘来的教
师。拎包住进新家，张志伟和郭婷君激动不

已：“刚报到那天，他们连女同志用的扎头绳
都备好了，多达66项的物品清单，让人感动得
想哭。一年多来，我们一直被这种感动包裹
着。今年春节，县长袁钢挨家上门给教师拜
年，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们安心教书，其他的
一切都交给我们’！”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信阳在教师服务
管理上“苦练内功”，认真落实省“一补两贴”

“两房”等惠师政策，制定出台一系列“招才引
智”优惠措施，设立了教师成长基金、激励基
金。仅 2019年，全市就落实发放教师各种津
贴补助 2.8 亿元。息县去年还一次性拿出
1200多万元设立“教师激励基金”，出台奖励
大产权住房、提供安家费等优厚待遇，吸引越
来越多的名优教师和著名高校毕业生前来从
教。

关爱有加稳特岗

5 月 20日清晨，商城县达权店镇汪埠完
全小学特岗教师洪清明、吴晓娟和胡静等人，
一进校门，就收到了迎候在此的校长吴丽丽
精心准备的“520”礼物：一束鲜花，一个深情
拥抱，一句“我爱你”的真情问候。

不管是妇女节、教师节，还是特岗教师新
上岗，甚至是老师生日，吴丽丽都会送上意想
不到的惊喜。

面对“穷市办大教育”的现状和农村学校
师资不足、学科结构不合理的困境，信阳抢抓
中央实施“特岗计划”的政策机遇，率先在全
省出台《特岗教师管理办法》和《特岗教师返
乡调剂办法》，大力实施“县来县去”“乡来乡
去”本土调剂办法和分配到岗政策，培养造就
了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特岗教师
队伍，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汪埠小学 17名教师，14个特岗，绝大多
数都是本乡本村人，他们工作生活得很安心，
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关爱温暖，也通过他们源
源不断地流淌到山里孩子的心里。

采访中，同来的市教体局干部裴祖军多
次询问洪清明等人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可他
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村孩子和学校特色教育的
短板，没有一句是为个人利益提的要求。

商城县长竹园二中，位于深山腹地。作
为全县乡村试点设立的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52名教师、800多名学生的规模，已是少
见。近年来，更是每年都有一二十名城镇学
生从县城转学到这里。

“这得益于我们有一批扎根深山的乡村
教师队伍，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换来山里孩子
更美好的明天。”商城县教体局党组副书记周
乃成感慨地说，“商城教育久负盛名的‘教师
苦教、学生苦读、家长苦供’的‘三苦’精神，在
这里体现得最为彻底。”

校长肖风林，从信阳师范学院毕业后，
原本在乡政府边上的中学任教。听说大山
里的二中缺教师后，九年前主动申请到这
里，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硬是把一
所默默无闻的乡村中学，办成了全市的教学
先进典型，将一只只大山雏鹰，放飞到更高
远的天空。

去年秋天，在他的影响感召下，他的学生
张颖又回到母校任教。与她上学时相比，这
里低矮的教室变成了宽阔明亮的教学楼；尘
土飞扬的操场，铺上了草坪和塑胶跑道；新修
的教师周转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
俱全。

2009年以来，信阳争取上级财政资金10
多亿元，招聘特岗教师 15382余名，已占农村
教师总数的 50.1%，日渐萎缩的信阳农村教
育，又展现出勃勃生机。

“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
作会议的召开，更坚定了信阳奋力实现‘两个
更好’的信心和决心。老区要振兴，信阳要发
展，就更加需要人才，更加需要高质量的教
育。”信阳市副市长杨淑萍坚定地说，“全市上
下唯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凝心铸师魂，立德
育新人，才能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
宏冰 通讯员 谢万柏）6月，迎来一年
一度光山马畈“观五玫”鲜桃开园的好
时节，一场让人大快朵颐的吃桃子大
赛，也在 6日欢乐开赛。被网友们称
为“史上带货能力最强”的光山“网红
县长”邱学明，也来到现场为选手们加
油助威，为光山桃农直播带货。

据马畈镇副镇长李磊介绍，该镇
种植鲜桃历史悠久，这里得天独厚的
土壤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品质独特的

“观音脸”“五月鲜”“玫瑰红”三大鲜桃
品种，使得马畈鲜桃久负盛名，深受周
边群众喜爱。近年来，该镇立足“观五
玫”鲜桃特色优势，坚持产业扶贫，按
照“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发展模
式，鼓励支持群众做大做强鲜桃特色
产业。鲜桃种植面积已达 10300亩，
全镇年销售收入达2800余万元，带动
1600多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洪晓燕

6月 2日上午课间，商城县达权店镇香子
岗小学一年级教室内，从县城转来的“插班
生”洋洋，被同学们包围着，大家叽叽喳喳说
个不停。

洋洋今年6岁，之前在县城一公立幼儿园
学前班就读，是爸爸叶中鹏带着她转学来到
大山里。

叶中鹏 2014年从部队退役后，在商城县

中医院工作，被选派到这里驻村扶贫。香子
岗村是一个深山贫困村，交通不便，经济落
后，群众生活很艰难。

叶中鹏每周“五天四夜”住在村里，他爱人
虽在县城工作，但平时工作忙，没时间接送孩
子。孩子小无人照看，就送到开封姥姥家，或
者是信阳的大伯家，甚至托付给同事或战友。

受疫情影响，今年学校延迟开学。实在没
地方送了，叶中鹏就干脆带着洋洋一起进村，跟
着他走村入户。村民们见了都打趣道：“瞧，咱
村还有个编外小‘扶贫队员’呢！”每当这时，洋

洋都把小胸脯挺得老高，步子也迈得特别响。
转眼到了5月份，怀上二胎的妻子因为胎

位不正，被医生要求卧床休息。叶中鹏更犯
了难：妻子无人照顾，孩子又开学在即，自己
驻村回不了家。这可咋办？

“干脆把孩子转到咱村小学来吧。”一次
聊天时，一位村干部的提议让叶中鹏眼前一
亮。经过劝说，妻子无奈同意了。

5月 20日，洋洋终于重新回到了教室，成
为这个深山小学第一个城里来的“插班生”。
早已与她熟识的山里小朋友们，送给了她最

热烈的掌声。
“驻村几年，小叶把这里当成了家，大伙

儿有啥事都愿意和他商量。”香子岗村党支部
书记谢光金赞许地说。

在上级大力支持下，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带领群众投资近百万元发展特色产业，实
现产业扶贫全覆盖；出色完成了易地搬迁、基
础设施配套、爱心超市筹建等任务，村容村貌
也焕然一新。全村贫困人口从139户 445人，
减少到2019年底的 5户 12人，预计今年年底
可全部实现脱贫。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刘宏冰）6月 8日上午，信阳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王国生在
信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专题研究讨论信阳贯彻
落实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会
议精神的实施方案。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奋力实现“两个更好”，信阳
各级各部门都要在学在前、研在前、谋在前、干在
前上下更大功夫，拉高标杆，勇当前锋，推动老区
振兴发展取得新进展，努力在实现“两个更好”上
迈出更大步伐，以扎实成效交出合格答卷。6

信阳市广纳英才扩充优质教师队伍

为了大别山雏鹰飞得更高远

带着六岁娃 进山去扶贫

信阳专题研究加快老区
振兴发展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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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
员 李林欣）6月 3日，记者从淮滨县农业农村局获
悉，截至6月2日，淮滨县全县83万亩小麦全部收
割完毕，包括75万亩弱筋小麦。

据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刘玉发介绍，今年
麦收期间，淮滨县共组织 3500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抢战“三夏”。除本县收割机械外，他们还从江
苏、浙江、安徽、湖北、山东等省份联系来麦客大
军全力助阵。

为组织好今年的小麦机收会战，县农机、农
业、公安、交通、气象、石化等部门全力协作，积
极备战，为跨区机收作业队和各农机合作社负责
人、农机大户等倾心服务，确保了全县小麦颗粒
归仓。目前，他们正组织各乡镇抗旱抢种，力争
尽早完成全县计划种植秋作物 112 万亩的目
标。6

市县快讯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
员 徐清彬）6月 5日下午，潢川县魏岗乡程寨村境
内，高耸入云的河南挚亭—春申 500 千伏线路
ZC229号铁塔上，河南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工人
王明杨，正带着5个工友在高空安装平衡挂线。

5月 28日，河南挚亭—春申 500千伏线路工
程全线贯通，使信阳电网形成 500千伏“两纵一
横”的骨干网架。他们正在加速推进的附件安装、
线下清障和隐患消缺等工作，就是为了力争 6月
20日左右正式投运，确保信阳今夏用电无虞，为
老区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据介绍，河南挚亭—春申500千伏输电线路，
起于驻马店市挚亭变电站，止于信阳市潢川县春
申变电站，全长 92.97千米。自 2019年 7月完成
首基杆塔基础浇筑以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迎难
而上，在疫情形势趋稳后迅速加大力量，科学抢抓
工程进度，终于把耽误的工期抢了回来。

据信阳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夏信阳
电网的最高负荷预计将达350万千瓦。河南挚亭
—春申 500千伏线路投运后，可消除电网供电容
量东送断面“卡口”，使信阳电网形成500千伏“两
纵一横”的骨干网架，促进区域内220千伏电网结
构更加优化，也使信阳电网的供电能力由 315万
千瓦增加到 345万千瓦，预计在今夏用电高峰期
间，可保信阳电网实现整体供需平衡。6

河南又一500千伏输电
线路贯通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
员 马泽一 陈泽军）6月 3日上午，领着记者进了
屋，固始县方集镇沙河村土楼 1号院主人丁俊峰
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党的政策
好啊，件件事都暖在俺们心窝里。”

沙河村是固始县重点贫困村，以前这里流传
的顺口溜“宁走十里黑，不在沙河歇。上面是飞
机（蚊子），下面是坦克（臭虫）”，形象道出了当年
沙河村环境的脏乱差。

近年来，固始县把“乡村美、群众富”作为实
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沙河村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全力打造集休闲娱乐、
生态美食、农家乐、民宿和果蔬配送为一体的现
代化乡村生态旅游综合体，产业扶贫实现全覆
盖，户均增收 5000元以上，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
超过 5万元。沙河村也先后荣获“省级生态村”

“省级卫生村”等称号。
去年，沙河村把土楼古村落改造作为擦亮人

居环境示范的亮点工程。他们请来上海的设计
师，对土楼进行全新设计打造，精心选择红砖、青
砖、灰瓦、石磨、瓦罐、河石等原始材料，保留了原
建筑特色，延续了土楼原生态的韵味，在此基础
上新增了村民广场、儿童乐园、停车场、池塘栈道
等公共活动区域，还特意建起了高效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使村子变
得整齐和谐，庄重静谧，如诗如画。

“腰间一围水，额前一泓塘，一户一宅，粉墙
黛瓦，土楼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怎能不人见人
爱呢？”负责土楼古村落设计的张俊磊自豪地
说。6

淮滨县

8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固始县沙河村

改造旧土楼 乡村美如画

商城县长竹园二中崭新的教学楼6 刘宏冰 摄

大别山高中教师集体备课6 鄂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