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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路”通 天桥梦圆

我省将建1500所书画艺术精品展示馆

身残志坚闯富路 木雕烙画传美名
□通讯员王昆明苏兆德胡战伟

本报记者黄华

遂平县“争创”活动促创业

本报讯（通讯员魏冉 记者黄华）如

何引导基层党组织“干什么”“ 怎么

干”？日前，遂平县围绕改革发展重点

任务，率先在全市基层党组织中开展

“红旗村”和“明星村”争创评选活动，实

施乡村同考、推进抓乡促村，进一步夯

实基层基础，激发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干

事创业活力。

为充分发挥考评奖惩指挥棒的作

用，该县组织县直相关部门、单位，紧密

结合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分别制定“基

层党建红旗村”“脱贫攻坚红旗村”“产业

发展红旗村”“美丽乡村红旗村”和“平安

建设红旗村”等5类“红旗村”具体评分

标准，涉及有关评选指标共计33大项

126小项。对被评为“红旗村”的村（社

区）干部按照不同标准每人每月给予一

定数额的现金奖励；获得“明星村”的村

级党组织书记，评先评优予以优先推荐，

符合条件的优先招录为乡镇事业工作人

员，全体村（社区）干部集体给予记功奖

励。总分位于全县前三名的乡镇（街

道），党政正职给予记功奖励；任期内获

得全县第一名的乡镇（街道）班子成员给

予记功奖励并优先推荐提拔使用。总分

排名居全县末位的乡镇（街道），取消当

年各类评先评优资格，对乡镇（街道）党

政正职进行诫勉谈话，党（工）委书记在

大会进行表态发言；半年考评期末转化

提高的挂牌整治村，责令村（社区）“两

委”正职根据换届“三项承诺”辞职。通

过加大奖惩力度，进一步激发了农村基

层干部创业活力，同时也在全县营造出

学先进、比先进、争先进的生动局面和浓

厚氛围，为实现遂平高质量跨越发展凝

聚强大正能量。

漯河市 3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耿发
群王鹏）10月17日，记者从漯河市财政

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坚持定向发力、

持久攻坚，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共筹措投

入扶贫资金 3.1 亿元，其中统筹整合

7094万元，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

坚实的保障。

为加强扶贫资金管理，该局在各业

务科室间建立扶贫资金问题整改联席会

议制度，并要求各县区财政局仿照执行，

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组织召开全市扶贫

资金支出进度推进会，通报各县区支出

进度，明确工作措施，加强全市扶贫资金

管理。同时，制定2018年扶贫工作台

账，明确专项扶贫资金预算安排、拨付下

达、监督管理工作完成时限，以目标管理

确保扶贫工作成效。

在此基础上，该局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出台《漯河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

办法》，进一步规范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并成立6个督查组，按照分片包干、责任

到人原则，由班子成员分别带队，强化对

各县区扶贫资金监督管理，指导县区优

化扶贫项目实施流程，规范扶贫项目管

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切实提高扶贫资

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

信阳市平桥区建设全域美丽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杨莹莹王清明 记

者尹小剑）“以美丽乡村建设助推脱贫攻

坚为引领，实现小康社会朝美丽乡村迈

进，坚持以文化为魂、生态为本、旅游唱

戏，打造东西两大岗旅游循环线，把产业

带动起来，实现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

建设全域美丽乡村，让农民生活得更幸

福，让乡下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这是

信阳市平桥区委书记李灵敏提出的下一

步发展目标。

2018年以来，平桥区委、区政府以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脱贫攻坚，做好城市

乡村一体化统筹，让城镇与乡村贯通起

来，保护好山山水水、美化好村村寨寨，

把每一个村庄都建设成为美丽乡村，让

农民的生活更有幸福感。

平桥区既把每个村建成美丽乡村，

又立足于把每个村建成小康村，广泛发

展带贫富民产业，覆盖到千家万户。一

批有特色、能致富、可复制的带贫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洋河镇陈畈村

茂晟源合作社是省龙头企业，带动350

名贫困村民就业，每年为村民净增收

400多万元；五里镇大堰村的玫瑰庄园

婚纱摄影基地，带动50多名贫困户就

业；龙井乡南雷村的“草精灵”，把廉价的

稻草变成工艺品，为贫困户提供120个

就业岗位；胡店乡8000亩艾蒿种植和深

加工，带动周边乡镇和群众脱贫致富；彭

家湾乡特帮生态园苗圃产业风生水起，

贫困户打零工每天可挣百余元。

如今，走进平桥区乡村，你会惊喜

地发现：从城郊的复古小镇中山到平昌

关移民新村，从陆庙的美丽乡村到尖山

的红色旅游，从肖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新集的特色豫南民居，全域美丽乡村

的形成和覆盖，让平桥东、西两大岗的乡

村处处绽放美丽。

固始县爱心菜园助扶贫

本报讯（通讯员杨明杨志辉谢传
义 记者尹小剑）10月16日一大早，随

着上门收购的平价蔬菜惠民车的到来，

固始县张广庙镇平楼村便热闹起来，五

保户洪家友大爷送来了自家庭院“扶贫

小菜园”栽种的蔬菜。见到记者，他数

着钱开心地说：“‘扶贫小菜园’让俺也

有钱挣了，今儿个挣得又够买二斤肉

了！”

据了解，该县物价局驻平楼村工作

队在入户走访、帮扶时，发现贫困户大多

年老体弱，不适合外出打工、不能干重体

力活，而家里田地也大都流转出去了。

但贫困户房前屋后都有闲置的土地、土

杂粪也很多，发动他们在自家庭院种菜，

既可解决增收问题，又能美化环境。于

是从2016年开始，“扶贫小菜园”建设全

面启动，向贫困户提供帮种帮收、种苗提

供和技术支持等服务。

该县物价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项目把贫困户的“菜园子”与市民

的“菜篮子”结合起来，发动平价蔬菜

商店、超市与贫困户签订合同，定期上

门按订单收购。目前，仅在平楼村就

有 50来户贫困户加入订单收购。当

地各大超市、平价商店设置有“扶贫蔬

菜销售专区”，对‘扶贫小菜园’的蔬菜

实行平价让利、挂牌销售，其差价部分

进行补贴。由于贫困户种植的蔬菜绿

色无公害，产地可追溯、质量有保证，

成为市民抢购的香饽饽，市民在消费

时也结了份扶贫情。

10月13日上午，秋风送爽。站在罗

山县朱堂乡天桥村村部门前的荷花文化

广场上，记者听着动人的天桥传说，看着

洗脂河整治如火如荼。依托省国土资源

厅投资的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及避让搬迁

项目，天桥村将神话的美好逐渐变成现

实，小小乡村将化身吸引各方游客的“人

间仙境”。

洗脂河，从传说流入现实

天桥村位于罗山县南部大别山腹地

著名的灵山风景名胜区北麓，老寨山、灵

山、白云寺山三山环绕，贯穿全境的洗脂

河流淌着美丽的传说——七仙女常在河

谷中沐浴嬉戏，洗下的胭脂粉汇入溪流，

时日久远，水渐渐有了淡淡的脂粉香，因

此得名“洗脂河”。

“这……就是洗脂河？”眼前的河道里

河床裸露，水尚未盈满，砂石工具陈列一

旁，工人正在河道内埋头施工。和神话给

予的美好想象截然不同，不禁让人生惑。

洗脂河承载着天桥村美丽的传说，却

也是天桥村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现实难题。

天桥村山势陡峭，雨水充沛，地质灾

害易发。2007年由于山体滑坡，造成河

道堵塞，沿山而居的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威胁。

承接之前的整治成果，2016年，对口

帮扶罗山县的省国土资源厅创新思路，把

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选取朱堂乡天桥村

宋湾组作为建设试点，批准了天桥村易地

扶贫搬迁和地质灾害搬迁避让综合治理

项目。

目前，一期工程中河岸护坡、河道疏

通、桥梁新建、拦河坝建设、排水沟、道路

新建等系列工程已完成。天桥村的基础设

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基础保障能力得

到增强，旅游区接纳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

提升，旅游主干道、沿河旅游道等交通基础

已近完善，高标准的荷花文化广场、游客服

务中心、主题村部已经完工。记者所见到

的洗脂河施工属于项目的二期建设工程。

接下来，天桥村将对洗脂河进行拓宽

清淤、筑坝蓄水等一系列河道景观建设。

修建完成的洗脂河一方面可以拦防水灾，

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天桥村一道独特的景

观。碧水贯天桥，在不远的未来，洗脂河

承载的美好意象将从神话流入现实。

致富路，从天桥通向四方

河道通了，道路也通了，天桥村的致

富之路也随之逐渐畅通。

“依托省国土资源厅投资的地质灾害

综合治理及避让搬迁项目，今年我们拓宽

了这条‘致富路’，天桥村丰富的旅游资源

将展示在更多人的面前。”走在洗脂河旁

宽阔整洁的主路上，朱堂乡乡长涂鹏向记

者介绍。

“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

乐亦无穷也。”在天桥村，四季茶景尤为吸

引人。春天茶香满园，山花灿烂；夏天百

鸟争鸣，空气凉爽；秋天野果满山，层林尽

染；冬天众木落叶，茶园突显，松杉茶相映

成趣。

老寨山常年云雾笼罩，昼夜温差大，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老寨山茶朝夕吸

纳雾露之滋润，独吮奇花异草之芳香，加

上精湛的传统手工制作工艺，成为供不应

求的生态名茶。“天桥村一万亩山地，茶场

就有四五千亩。”天桥村党支部书记汪景

海告诉记者。

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天桥村仅有一

条3.5米宽的砂石路通向外面的世界，交通

不便。据介绍，以往山上村民下山采购物

资，早晨下山，回来已是晚上。居民生活不

便，优美的风景也“藏在深山人未识”。

2017年底，长5公里、宽7米的水泥

路建成通车，圆了天桥人多年的梦想，也

加快了天桥人脱贫致富的脚步。“清明到

谷雨之间采摘新茶时，最多时两三百人一

起采茶，顾客提前预订，在炒锅旁等着我

们把鲜叶炒好！”罗山县老寨山生态茶叶

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管理的李成勇描绘了

农忙时的茶园盛况。

大路一通，未来前往天桥村观光旅游

的游客进得来，天桥村老寨茶等特色产业

也能走出去，致富之路就此从天桥村广通

四方。

“路通了，来买茶叶的人多了。今年

的茶叶比以前每斤要贵200元。”涂鹏告

诉记者。

天桥梦，将乡村化为“仙境”

“天桥村”的得名也来自一个古老的

神话。传说王母娘娘来到此地，只见青山

氤氲，甚是喜爱，即命山神移山到此，修建

通天桥，直通南天门，天宫众仙走通天桥

来此游玩。

从神话走到现实，天桥之梦犹在。不

过，筑梦人变成了勤劳的天桥村民，以及

心系天桥、扎实做事的乡、县干部和省国

土资源厅的领导。

今年7月，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士

海来到天桥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项目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明确要求，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脱贫攻坚紧密相连，

科学规划、统筹推进，严格落实防灾措施，

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使环境达到稳定、生态

得到恢复、景观得到美化，建设安全、宜居

的乡村环境，助推乡村振兴。

天桥村易地扶贫搬迁和地质灾害搬

迁避让综合治理项目计划投资3500万

元，安置搬迁避让人口139户542人，其

中易地扶贫搬迁124户405人。截至目

前，已完成投资700多万元。

“我们要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作

为天桥村荷仙谷风景区的一道风景线，在

做好群众安置工作的同时，以天桥村搬迁

安置点为中心，打通与灵山风景区的连接

道路，全力打造一个山上有茶山下有花、

春有油菜夏有荷、宜居宜业的生态旅游特

色小镇，成为景区游客的重要承接地，以

旅游为龙头，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涂鹏向

记者描述着天桥村的未来，也发出了邀

请：“明年春天再来天桥，这里将不仅是一

个绿的世界，更是一个花的海洋。”天桥梦

圆，昔日远村将成为“人间仙境”。

□本报记者张舒娜通讯员张永强

本报讯（通讯员刘旭舟崔琦记者黄
红立）近日，伊川县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

一举打掉以犯罪嫌疑人张某章、张某辉父

子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

经查，以张某章、张某辉父子为首的

涉黑犯罪团伙，在彭婆镇一带长期欺压百

姓、称霸一方，实施过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故意杀人、非法拘禁、非法采矿、破坏

生产经营、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严重影

响当地治安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讯（通讯员张广起翟冬冬记者

巴富强）今年以来，淮阳县四通镇党委政

府围绕脱贫攻坚这一民生工程，多措并举

切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不

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截至目前，该镇27个行政村99个自

然村全部实现了通硬化道路，硬化率达

100%。2018年新规划投资达1388.21万

元，建设硬化村内道路10.45万平方米，已

基本完工；投入近千万元资金，解决全镇

最后7个行政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实现全

镇安全饮水全覆盖；上半年投入资金119

万元完成70户危房改造工作，投入资金

77.71万元实施六改一增271户，改善了

贫困户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韩红蕾曹耀强记者

黄华）10月17日是国家扶贫日，也是重阳

佳节。当日，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派驻

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第一书记李佩阳，带

领驻马店市骨科医院的10名医务工作

者，在村文化广场开展义诊活动，共有

100多名中老年人接受了义诊。

在义诊活动现场，医务工作者为当地

村民测量了血压、心电图等，免费发放了

常用药品，并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医疗

保健等问题。村民冯红在接受义诊之后

兴奋地说，不出村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这真是给高李村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好事。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18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河南省中小学校创

建“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展示馆”工作推进

会议日前在兰考召开。会上透露，2018

年我省计划建设500所中国书画艺术精

品展示馆，至2020年底完成全省1500

所校馆的建设。

据了解，此次创建活动以“走近大师，

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为主题，

是多年来“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拓展与延

伸，也是学校艺术教育充分利用社会优质

文化艺术资源的一次有益尝试。日前兰

考县济阳学校、兰阳二小、桂李寨小学、余

寨小学、兰考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五所学

校已建成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展示馆，其他

各地市的展示馆也正紧张筹建。

据介绍，建立校级展示馆，展馆面积

原则应为60至100平方米。展馆的展览

策划、展品提供均由华夏美术馆提供，每

学期更换一次展品，并负责对展品进行

赏析、讲解和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徐维 余江 胡译丹
记者尹小剑）10月17日是重阳节，一场近

500人参加的“同吃饺子宴 欢庆重阳节”

活动在息县孙庙乡范楼村举行。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饺子宴的组织者、河南省总工会派驻该村

第一书记张学勇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在村里乃至社会上营造孝亲敬老的氛围，

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10月16日，位于内黄县产业集聚区的安阳乐比乐饮品有限公司内，员工正在紧张工作。今年以来，该公司以脱贫攻坚为己任，分

别与内黄县东庄镇政府、梁庄镇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带动两镇400户贫困户脱贫，每年向每户贫困户拨付扶持资金2000元。目前，今

年的80万元拨付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韩庆伟摄

“刘新文的木雕烙画获奖啦！咱村

出了大画家啦！快来看呐！”近日，这消

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平舆县玉

皇庙乡韩寨村。

现年54岁的刘新文，出生于平舆县

玉皇庙乡韩寨村委大刘村一位农民家

庭。家里兄妹六个，他是老大，日子过得

十分贫寒。刘新文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

症，落下左腿残疾，初中没上完就辍学

了。由于他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家里

没钱买笔墨纸砚，他就找来旧书破报纸

沾着锅烟墨在上面描画。后来他靠自己

的奋斗，挣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可不

幸的是，妻子后因突患重病去世。

24岁那年，二弟刘新灵在南京海军

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金陵书

画院工作，担任南京市书协主席，看到嫂

子去世后，哥哥在家心情悲痛，就把他推

荐到南京金陵书画院当了一名学员。刘

新文来到南京金陵书画院后拜名画家杜

铁笔为师，学习木雕烙画技术。由于他

工作认真，爱岗敬业，深受画院领导的器

重，很快从一名员工提升为业务技术

员。在他的指导和传授下，一大批业务

骨干脱颖而出，而且作品质量和数量不

断攀升，产品畅销东南五省及东南亚国

家，年创利上千万元。

1990年，刘新文又在家乡娶妻。结

婚后，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侍候父母，照

看孩子，耕种农田，他在南京工作挣钱。

后来，为了照顾突患脑梗死半身瘫痪的

妻子，他辞工回到家乡。

2016年，县乡干部深入村组农户调

查走访时了解到刘新文的情况，把他定

为扶贫对象户。第一时间帮他申请办理

了五万元扶贫无息贷款，扶助他搞木雕

烙画创作。县残联相关负责人倾情相

助，给他捐助了5000元资金帮他搞木雕

烙画。

刘新文利用这笔款购置了一批专用

工具和型材，夜以继日地创作，并从网上

收集了一些知名书画家的作品进行再创

作，帮扶干部看到他的烙画作品一出世，

就赞不绝口，连忙拍照留存，并发送到平

舆县电商网站上，免费宣传。帮扶干部

从第一次走访帮助贷款，到第六次走访

帮助签约订单，推销作品，走进电商，走

向市场。

随着家庭经济收入日益增多，2017

年，刘新文由原来的贫困户很快成为村

里脱贫户。

为了使自己的烙画作品打出去，

2018年，他从网上获悉，驻马店艺术馆

要举办一期书画作品展。于是他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从自己创作的作品中挑选

了一套山水四条屏烙画，参加了书画展，

没想到作品一经展出，便受到书画家和

观众的一致好评，夸这是一件精品力

作。在经过专家认真评议后，被评为一

等奖。

伊川县

打掉一涉黑犯罪团伙

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

第一书记请来了医疗队

淮阳县四通镇

真抓实干惠民生

息县范楼村

吃饺子宴庆重阳
本报讯（通讯员王昆明李琦 记者

黄华）“感谢政府举办的就业技能培训，

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此外，政府还给

了我2万元的自我发展资金。去年我

养了1000多只鸡，轻轻松松实现了1

万多元的收入。”近日，平舆县东和店镇

小吴村后蒋庄八组村民曹全喜高兴地

对记者说。

曹全喜身有残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小吴村第一书记、村两委班

子、扶贫帮扶队帮助下，2017年5月，曹全

喜建起了鸡舍，累计投放鸡苗千余只。

“2018年，我把这水面圈起来，养

了近千只鸭子。有了去年成功的经验，

今年就更得心应手了。”曹全喜指着身后

的三四亩水面兴奋地说，“现在有经验

了，也更有信心了，所以我想扩大规模，

帮助需要帮助的村民，我们一起早日摘

掉贫困帽。”

曹全喜的示范作用调动了村里其

他贫困户参与自我发展脱贫的积极

性。今年又有10个贫困户主动提出申

请，希望驻村扶贫工作队给予扶持从事

特色养殖。

平舆县小吴村贫困户养殖脱了贫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