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桥区
田园种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9 月 23日，雨后初晴。信阳市平桥区龙
井乡的稻田里彩旗飘飘、锣鼓喧天，歌舞表
演、舞龙舞狮、晒秋夸“宝”，轮番上演。

个大籽满的花生、甜脆可口的仙桃、活蹦
乱跳的肥鱼……各类新鲜土特产品，让人眼
花缭乱。有几位农民干脆把鲜红的辣椒穿成
串挂在脖子上，他们黝黑的脸上，满是丰收的
喜悦。

“真是太开心了，又丰收喽！”刚从台上领
回“脱贫致富模范”证书的高启军，笑得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靠着党的扶贫好政策，我流
转十几亩地，每年稳定收入四五万元。咱农

民呀，还是靠种地打粮食稳妥。”
“说得好呀！”一旁的龙井乡党委书记陈

汝河乐呵呵地接过话茬，“今年秋季，我们乡
水稻预计收获 4000万斤以上。引导群众种
好田、多打粮、打好粮，种出更多更好的名优
土特产，乡亲们的日子呀就会越过越甜，腰包
自然就越来越鼓喽！”6

新县
嗨翻九镇十八湾

□本报通讯员 王丽君

9 月 22日，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里也是
雄狮翻腾、锣鼓喧天、欢声阵阵。

上午 9时 30分，一束束日景彩烟直冲云
霄，映红了2000多名老区群众的笑脸，火红的
大鼓敲响了丰收的鼓点，大伙儿跳起丰收舞、
共唱幸福歌，庆贺属于农民自己的节日。

笑意写在脸上，幸福装在心里。良栖小
院广场上，由玉米和辣椒摆成的“丰”字造型，
金黄、火红和碧绿交相辉映，共舞着一曲秋天
的华尔兹。“爱莲说”院内，被评为全县“十佳
农民”的刘友韬、张庆金披红挂彩，走上台来，
分享着他们的致富经。

各乡镇使出浑身解数，“新县味”十佳农
产品拼出新县特色，板栗、冬瓜、鲜黄桃等时
令瓜果，扫帚、鞋垫、草帽等生活用品纷纷登
台。欢乐假日红色游、魅力采摘亲子游、古色

乡村风情游、千年古树赏景游、秋高气爽
登山游等五条精品旅游线路一一发

布。唯美别致的雨中青石小径，
60幅优秀摄影作品，更是生动再
现着老区别样的生活。

从当日开始的欢庆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也将在各乡镇陆续上
演，一一向世人展现新县“九镇十
八湾”的独特魅力。6

潢川县
水乡农民大比拼

□本报通讯员 蔡丽

九月金风起，稻熟千顷黄，潢川县97万亩
水稻陆续开始收割，稻田鱼、稻田鸭、小龙虾
等水乡特产轮番上市，也正是稻香鸭肥鱼虾
跃的好时候。

9月 19日，潢川县魏岗乡高楼村的田野
里，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隆重庆祝第三
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狮子舞起来、旱船划起来、丰收的锣鼓敲
起来，群众自编自演的情景剧《农民朋友晒丰
收》，逗得满场哈哈大笑，传统豫南花会舞蹈
更是博来雷鸣般的掌声……

抓鱼抓虾抓鸭子，水塘里面欢声起。这
边是你追我赶捉鸭子，那边是撒网放筐捕鲜
鱼，还有的各显神通抓起了小龙虾……

75 岁的老大爷代万海在边上看得不过
瘾，挽起裤腿、袖子就要下场：“别看俺年纪
大，今年还种了 20多亩水稻呢！现在咱农民
种田有机械，养老有医保，生活一年比一年
好，俺呀，还能再干20年！”6

固始县
名优特产任你品

□本报通讯员 马泽一 祁传统

9 月 22日，固始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现场，走进田头忆一忆、走进菜园尝一
尝、走进田园摘一摘、走进扶贫展区帮一帮、
走到法律咨询台前学一学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引得十里八乡群众接踵而至。

“快来呀，这圣女果小巧玲珑，吃着酸甜

可口，新鲜着呢。”一位阿姨兴奋地喊着。鲜
红诱人的圣女果，根根下垂的嫩豇豆，农事采
摘瞬间人气爆棚。

“我们从寿光请来了技术人才负责管理，
才有这么好的收成，现在豆角每天可产上万斤
呢。”九冲碑生态园负责人王玉宝兴奋地说。

开幕式上，县领导还为省市知名品牌一
一授牌，琳琅满目的名优特产逐一陈列在消
费扶贫专区里。有人拿着手机在慢慢拍照，
有人迫不及待地现场埋单。

陈集村村民程右琴激动地说：“俺们现在种
地有补贴，医疗有保障，老人有人管，贫困有人
帮，还有农民自己的节日，这日子多美呀！”6

息县
红薯竞秀富乡村

□本报通讯员 余江 李梅

9 月 22日，息县东岳镇石菜园村一大早
就欢腾起来了。为庆祝今年的丰收，乡亲们
拿出了绝活儿，豫剧、花轿舞、红薯食品大宴
轮番上演，小村庄里载歌载舞庆丰收。

提起东岳红薯，无人不竖大拇指。这里
种植的红薯产量高、品质优、味美香甜。当地
还依托省农业厅、省农科院和龙头企业豫道
公司，建设起红薯研发基地和高标准脱毒红
薯实验室，红薯种植呈现出“链条完善、产销
两旺”的态势。

你看，今天人气最旺的就是由那些乡村
老人们现场制作的各式红薯美食：红薯麻团、
红薯年糕、红薯丸子……热气腾腾地飘着香
气，让人馋涎欲滴、大快朵颐。

田园里临时搭建的展台上，息金菇、息半
夏、稻香丸等“息县十宝”一字排开，更有网红
拿着手机等在现场直播，艾草制品、咸鸭蛋、中
药材制品等接连登台，引得现场游客纷纷下
单，丰收的喜悦围绕着在场的每一个人。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瓫彦君

一个地方，该有怎样的底色，才能映
衬出最出彩的形象？

一个单位，该有怎样的目标，才
能汇聚起最强大的力量？

“是文明！”文明的底色最闪
亮，文明的目标最聚力，文明的荣誉
最耀眼！

为全面提高机关“三服务”工作水
平，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
关，信阳市委办公室瞄准创建全国文明单
位，坚持善做善成、决战决胜，对标一流、争
先创优，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实现文明创建
和机关工作同发力、共促进、双丰收，在文明
创建活动中立起了一面旗帜。

提振精气神 凝聚正能量

8月 27日上午，一场为 90后救火英雄熊
宏伟爱心捐助的活动，在信阳市行政中心一楼
大厅举行，信阳市委办公室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汇聚起一股爱心的暖流，向身边英雄致敬。

熊宏伟是信阳市档案馆的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8月 25日晚9时许，正陪着怀孕八个月
的妻子在小区散步的他，突然发现一单元楼
二楼冒出浓烟，还隐约传来老人的呼救声。
他二话不说拿起楼道的灭火器就冲了上去，
进屋抱起正熊熊燃烧的天然气炉就往外跑，
在邻居合力帮助下，大火被扑灭，行动不便的
女主人被救出，而熊宏伟却多处被烧伤。

英雄壮举一瞬间，正气涵养久久功。
2018年以来，信阳市委办公室在全市党

办系统深入开展“转变观念、转变作风、转变
方法，提升站位、提升能力、提升效率”实践活
动，把文明创建引入到决策服务、信息服务、
督查服务、日常服务等党办工作的全过程，列
为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凝聚了正能量，提振了
精气神，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办队伍
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理论、学讲话，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读
好书、写心得，周周有主题，月月有重点；举办

“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突出政治引领、紧扣时
代主题、聚焦理论热点，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教
授，解放思想、开阔视野，至今已连续举办 18

期；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把稳思想
之舵，筑牢信仰之基，踏着先烈的足迹走遍千
山万水。市委机要保密局党员干部从安阳红
旗渠教育基地培训归来，制作的专题片《无名
的丰碑》《庄严的承诺》还捧回全国党政机要
密码系统视频大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深入挖掘身边好人好事，积极开展道德
模范、文明家庭、文明科室、文明职工、工作标
兵评选活动，并对涌现出的好人好事进行广
泛宣传，在全市党办系统树立起一股“讲政
治、爱学习，倡文明、树新风”的浩然正气。

出彩党办人 添彩文明城

2019年 9月 16日-17日，怀着对老区人
民的深切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信阳，提出
了“两个更好”的重大要求，为信阳革命老区
加快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想在前谋在前，抓督促抓落实，信阳市委
办公室坚持当好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
院”职责定位，牢记殷切重托，不忘初心使命，
及时为加快信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奋力实现

“两个更好”绘好“路线图”，当好参谋助手，有2
篇经过深入调研上报的调查报告被中办采用。

在疫情防控中，信阳市委办公室主动担
责担难担险，率先进入战时状态，成立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机关领导带头取消休假，靠前指
挥；机关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到，帮助
基层筑牢防线，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和离
退休干部累计捐款 13万多元，还多方协调筹
集抗疫物资，为战“疫”一线解燃眉之急。

今年1月31日，省委办公厅《工作交流》以
“干群联动严密排查，信阳切实加强疫情防控
工作”为题在全省第一个推出信阳市疫情防控
专期，并综合上报中办，之后又连续3次刊发信
阳做法，均受到信阳市委主要领导批示。

硬仗显担当，大考见本色。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史大青，连续40多天吃住在办公室；
机关5名同志勇挑重担，组建驻郑工作专班，1
名同志主动请战，参加驻京工作专班，面对形
势紧、人手少、任务重的巨大压力，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甚至长达 20多个小时，不言苦
累，不惧风险，认真落实口岸防控，确保信阳
没有出现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

本职工作见真功，志愿服务展风采。
在信阳市平桥区平西街头，每天早上七

点多钟，信阳市委办公室的文明志愿者们身
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准时出现在街头

巷尾，将路边零乱的共享单车摆齐，捡拾起
绿化带里的垃圾，搀扶着老人、小孩通过繁
忙的路口……用一言一行传递着城市的
文明，用一举一动守护着家园的安宁。

文明创建，志愿先行。信阳市委
办公室领导班子带头示范，党员干
部全员参与，组建起志愿服务小
分队，常态化走上街头、高铁站、
“三无小区”等重点地区，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守护平安出行、文明

健康公益宣传等活动，机关党员干
部注册率达到 100%。他们用爱心与

奉献，为文明城市创建增添亮丽的色彩。

情系帮扶村 共建结硕果

在全省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推荐名单
中，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榜上有名。

这里曾经是国家级贫困村，全村 2000多
人，有四分之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 3
月，由市委副秘书长周继昌带队、胡超和汪运利
两位机关干部为队员的扶贫工作队，正式住进
东岳村，为这个豫南小山村带来了希望。

工作队以村为家、把群众当亲人，摸实
情、出实招、重实干，两年多的时间，不仅东
岳村成功脱贫，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村、
文明村。

东岳村在变，市委办公室选派的扶贫工
作队员也在变，但驻村干部勤恳为民的作风
没有变，服务群众的真情没有变，为群众谋福
祉的初心没有变。

不仅是光山县东岳村，还有浉河区郝家
冲村、罗山县易店村、息县小房庄村、固始县
窑北村，市委办公室结对帮扶的贫困村全部
如期实现整村脱贫，市委办公室也被评为“全
省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先进单位”。

随着这些扶贫工作队员的走村入户，文
明新风也随之吹进偏僻乡村，所到之处掀起
了共建共享的文明创建大格局。村庄越变越
美，乡村新风扑面。东岳村入选“全国文明村
镇”，郝家冲村获得“全国森林乡村”和“全省
五美庭院示范村”。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在奋力实现“两个
更好”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信阳市委办公
室一直奋勇前行！6

●● ●● ●●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秋风送五彩，欢笑满田园。
金秋九月，信阳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放眼望去，大别长淮间
稻浪涌动，稻谷的甜香裹着桂花的
香气，在空气中四处弥漫，深吸一
口，让人每个毛孔透着舒坦。上了
年纪的老人都说，这才是农民最喜
欢的味道。

欢庆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舞
蹈跳起来，丰收的歌儿唱起来，幸福
的笑声响起来……连日来，信阳老区
人民和全国农民一道，以各种方式，
欢庆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
庆丰收的共同节日，今年的主题是
“庆丰收、迎小康”。当前，信阳大规
模秋收正火热进行，秋粮丰收几成
定局，喜悦和幸福洋溢在每个老区
群众的脸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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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
员 杨绪伟 柯智勇）“今天的《民法典》解读，讲讲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9月 24日一
大早，商城县鄢岗镇阮岗村便民服务中心的大喇
叭便准时响起，村民梅如福一边忙着晾晒刚刚丰
收的稻谷，一边侧耳倾听。

“每天听听大喇叭，足不出户知天下。”梅如福
乐呵呵地说，“这不，俺边干活还能边学学法，方便
得很哩！”

“每天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傍晚五点到六点，
大喇叭准时开讲。”阮岗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宇高兴
地说。

大喇叭原本是村里发布通知、传递信息的重
要工具，如今它又有了新作用，每天定时开播，向
群众传递大政方针、惠农政策、传统文化、移风易
俗、种植养殖、疫情防控等信息，让村民在家门口
和田间地头就能学到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乡
村大喇叭打通了政策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的

“最后一米”，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乡音传党音，宣讲入民心。近年来，商城县将

大喇叭宣讲与基层党支部建设结合起来，鼓励各
村和社区的党员干部、宣讲志愿者，走进大喇叭演
播室，根据群众需求，实行订单式宣讲，群众喜欢
听啥，大喇叭就宣讲啥，让大喇叭与村民代表大会
宣讲、文艺宣讲、微信群宣讲等形式有机结合，打
造起全方位、立体化、全覆盖的基层党的理论宣讲
新格局。6

本报讯（通讯员 符浩 樊军）9月 24日，淮滨
县举办 2020 年退役军人秋季专场招聘会，共有
23家企业1300多个用工岗位，吸引了全县500多
名退役军人、军属前来应聘。

“我已经成功应聘到一家公司担任市场运营
总监，每月底薪 3500 元，另有绩效和年终奖。”
2018年 9月退役的丁畅兴奋地说。

据悉，招聘会上，信阳智慧能源、淮滨未来星
培训学校等招聘企业还表示，他们还免费提供岗
位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当日上午，
就有200多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我们通过前期广泛宣传，深入调查摸底，充
分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需求和用人单位岗位需
求，筛选出适合退役军人、军属的就业岗位，合理
设置招聘展位，提高了招聘就业成功率。今后，我
们还将持续探索退役军人就业服务新方式、新途
径，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提供好服务。”淮滨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张仁涛说。6

砖桥酥皮月饼，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是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评为“光山十宝”之首。如
今砖桥月饼成为光山的特色扶贫产业，通过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图为中秋临近，砖桥镇李文
胜月饼加工厂内，当地农民正在采用传统工艺加
工酥皮月饼。6 谢万柏 摄

光山县

砖桥月饼甜万家

商城县

乡村大喇叭服务千万家

淮滨县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举办

用文明实践汇聚强大力量
信阳市委办公室全力建设“三服务”模范机关，争创全国文明单位

老区庆丰收 信阳最欢腾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冯锐

9 月 29日上午，在即将迎来中秋节、国庆节
的喜庆时刻，让数百万豫南群众翘首期盼的潢川
火车站新站房正式启用，为人们今后出行营造了
更加舒适便捷的条件。

“两个更好”催奋进，潢川金秋喜盈门。这两
日潢川“四喜临门”：当日上午，除了潢川火车站
新站房正式启用外，投资近 1亿元的潢川公跨铁
大桥竣工通车，为助力信阳建设国家商贸服务型
物流枢纽和夯实河南省区域物流枢纽建设基础、
打通潢川县域交通大循环，缓解潢川城区交通压
力，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开创了崭新局面；代表潢
川经济开发区体制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最
新成果、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河南潢川经济开
发区发展集团公司、蔡氏河街道办事处筹建处同
时揭牌；此前一天，28日上午，“引泼入潢”主供水
管道正式接通供水，潢川经济开发区 2万多名群
众用上了泼河水库甘甜清纯的自来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近年来，潢川经济开
发区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坚持“转型发
展、民生为要”，紧紧围绕奋力实现“两个更好”重
大要求，一心一意谋发展，千方百计促振兴，围绕
打造“豫南物联港、智慧产业谷”，在契合国家战
略和信阳全市大局中，立足新要求、抢抓新机遇，
谋划推动建设省级区域物流枢纽，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超前谋划重大项目，持续夯实区域物流枢
纽地位、增强支撑服务能力，让群众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6

潢川

“四喜临门”庆“国庆”

义务采茶上茶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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