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2日，在位于灵宝市函谷关镇西留村的灵宝市友爱食品有限公司，回乡青年雷

占凯（左）在和工人一起生产纯手工馒头。今年28岁的雷占凯早年在外打工，2011年回

乡做起手工馒头，8年后又注册成立了灵宝市友爱食品有限公司，产品有豆包、油包、发

糕、枣馍等11个品种，年产值400万元，安置带动33人就业。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村里建了文化广场后，广场舞、文艺

演出、歌咏比赛、科普知识以及惠民政策

的宣传等都在这里举行，成了村民的‘乐

土’。”3月20日，沈丘县东城街道办事处

新建村党支部书记郑怀峰说。

“荒地”变“乐土”

“这里本来是一个废坑塘,平常大伙

儿都绕着走。谁能想到,现在建成了文化

广场,别提多热闹了。”该县白集镇张单庄

村73岁的村民胡明成告诉记者，村里平

整废坑塘，建起了小公园、多功能村室和

文化广场，安装了电子屏幕，每天播报中

央新闻、惠民政策、致富信息、舞蹈歌曲。

乡亲们在载歌载舞、吹拉弹唱，其乐融

融。昔日的“荒地”变成了村民们最爱去

的“乐土”。

“三下乡”在这里搞,“百场大戏进农

村”在这里演,“人人唱村村演”在这里开

幕,免费电影在这里放映……“用处多着

呢!”张单庄村党支部书记胡双领乐呵呵

地说,建立文化广场以来,村里发生了大

变化,以前的“麻友”成了“舞伴”,以前的

“对头”成了“戏友”……文化广场成了村

里所有文化活动的“根据地”。

截至2018年底，该县578个行政村

(社区)已实现村级文化广场全覆盖。

文化广场成了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主阵地

场地有了,设施全了,怎样才能把文

化广场更充分地利用起来,真正发挥其提

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

的作用?沈丘以《千字文》尊老敬老、邻里

和谐、勤俭节约等优秀文化为切入点,赋

予文化广场新的内涵。

最近,石槽集乡徐营村一年一度的道

德模范表彰活动吸引了500多名村民前

来参加,10位“好媳妇”和10位“好婆婆”

从全村3000多人中脱颖而出。“这些都是

俺村里出了名的好人。他们被选上俺心

服口服,得好好向他们学习。”村民程二苗

竖着大拇指感慨道。

“不光是为了图热闹,更是为了让大

家在活动中培养传统美德、加深邻里感

情。”徐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占中说,“现在

村民们比着当模范,家长里短少了,邻里

和睦了,集体意识也增强了。”

百姓“点单”让文化广场“炫”
起来

3月15日,又逢周末,该县老城镇南

关村文化广场上一派热闹景象,总面积

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上,有宽敞明亮的

农家书屋、古朴典雅的《千字文》学堂、寓

教于乐的书画室和活动室等。

去年以来,沈丘县启动沈丘人讲沈丘

故事、农业技术面对面、惠农政策解读等

活动,千字文讲师讲传统文化,农业专家

传授农业技术,政府工作人员解读政策文

件……一时间,小村庄成了大课堂,百姓

“点单式”的课程持续不断地送进了乡村,

文化广场的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

为了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廉

政正能量，沈丘县纪委监委组织文艺从业

者编排各类通俗易懂的廉政主题文艺节

目；借助“文化下乡助力脱贫”等平台，宣

传古今廉吏清官的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

在休闲娱乐中品尝“精神大餐”，接受廉政

教育。目前，已经创作廉政文艺作品30

余件，演出100余场。“让村里文化广场成

为文化标杆引领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主阵地,真正实现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

兴。”沈丘县委宣传部部长郭宇说。

明媚的春光驱散了冷空气，信阳市平

桥区平昌关镇胡寨村的八口塘家庭农场一

派忙碌景象，工人们在给“园田居”仿古四

合院做最后的装修，整齐划一的农田也在

合作社社员的精心管护下逐渐冒出新绿。

马超像往常一样，处理完农场当日事

务，穿过田埂，熟练地扯起绿色的网状笼

子，查看前几日放置的虾笼。虾苗长势不

错，第一批5月就能上市了。

马超是八口塘家庭农场的场主、金实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服役8年、荣

立三等功，于2011年回乡创业。

难忘故乡情，退伍军人“燕归巢”
1998年，马超参军入伍，军旅生活练

就了他吃苦耐劳、坚韧果敢的品质，也帮

助他在退伍后的4年里迅速成长为一名

年薪50万元的销售经理。

然而在2011年底，马超却作出了一

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在上海的事业，

回乡创业！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当兵之前从

没出过远门。在外打拼时，每年再忙也要回

来六七趟，就是觉得家乡亲。”马超的“乡愁”

在他从都市返乡后，变成了“心忧”：村子仍

保留着幼时记忆中的模样，原地踏步，村里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看在眼里，谋在心

头，马超靠一股拼劲，回乡办起了农场。

没有像样的路，马超就一车一车地拉

石子铺垫。石子路修好了，原本崭新的三

轮车却报废了。

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开上旋耕机，一

天连干十几个小时，旋地近百亩，累了倒

头就睡。

缺少技术，他就遍访潜江、洪湖等水

产养殖成规模的地方取经，硬把自己逼成

了专家。

靠着勤学苦拼过了难关，流转的土地

变成稻藕虾塘，种上水果、甜玉米等经济

作物，八口塘农场逐渐在特色种养上闯出

一片天地。

产业引活水，誓要乡村富又美

2016年，马超在八口塘家庭农场的

基础上投入资金500万元，成立了金实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扩大种养规模、品质的

同时发展乡村休闲生态旅游：赏花、种菜、

做地锅饭，满足亲子体验、周末郊游的需

求，游客络绎不绝。流转土地1500亩，建

成民俗文化区、旅游度假区、农耕试验区、

休闲娱乐区、百果园5个功能区，八口塘

农场逐渐发展成“以农代游，以游促农”的

现代化农场。

农业增效了，如何让乡亲增收成为马

超努力的方向。农场的发展壮大给周边

群众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还为贫困群众

提供技术指导。

“我当过泥瓦匠，手艺活儿都懂一点，

马总就让我负责农场的建筑施工。一天

按130元给工资，去年我干了200多天，

赚了近3万元，靠一双手脱贫了。”年近六

旬的涂明友说。农场里除草、施肥、保洁

等不同岗位提供给周边5个村的贫困群

众，176户贫困户受益。

退伍不褪色，扶贫战场再攻坚

“要带领乡亲致富，扶贫一线就是我奋

斗的新‘战场’。”马超给自己立下军令状。

他购置开沟机两台、中型铲车两台，

出资新铺设道路4公里，整修水渠3公里，

整修风景池塘50余亩。

村里道路平了，渠塘清澈了，每到春

夏，站在村头望去，整洁的道路宛如一条

灰色长龙，绿意盎然的荷塘水波荡漾。

村容美了，口袋鼓了，村民笑了，马超

的脚步却未曾停歇：“脱贫攻坚到了最关

键的时期，我必须冲锋在前，尽全力把产

业做强，带领乡亲们早日奔小康。”马超

说，他要带着军人的作风和光荣在脱贫攻

坚战场上勇往直前、再立新功。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杨心
才）3月21日，漯河市“一村一名大学生

村干部学历教育”计划首期大专班开学

典礼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举行，311名

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造就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农村

干部队伍，漯河市委组织部依托国家开

放大学和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平台，

在全市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学

历教育”计划。

按照计划，漯河市将用 3~4年时

间，对符合学历、年龄条件的在职村“两

委”干部、村级后备干部等重点开展大专

学历教育，学习期满符合毕业条件者，颁

发国家开放大学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

书，力争到2021年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

名大专以上学历的村干部。

大专班学历教育学制2.5年，主要

通过网络学习和集中面授方式进行，学

员学习期间的相关费用由各县区、各有

关单位统筹解决。首期大专班开设行政

管理（村镇管理方向）、农业经济管理等

专业。

漯河市

村干部学历教育大专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
亚鑫）3月24日上午11点半，在新乡宾

馆南楼大厅，2019年新乡两会期间“局

长通道”首次开启，4位局长走进首场

“局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直面热点问

题，回应群众关切。3月24日至26日，

新乡市将连续三天开启三场“局长通

道”，全程通过直播平台进行报道，将有

10家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参与。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大会

堂内由红地毯铺设的“部长通道”总能吸

引媒体和观众的眼球，被视为一道“信息

长廊”。新乡广播电视台大型电视问政

直播节目《面对面》为回应百姓呼声，在

参照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形式的基础

上，于今年新乡两会期间首次策划了此

次“局长通道”。

首场“局长通道”上，新乡市教育局、

医疗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城

市管理局的4位局长围绕教育、医保、

住建、城管等几个大方面，现场回答了

媒体记者的13个问题，发言精彩连连，

句句关乎民生热点。新乡市医疗保障

局党组书记、局长贾祥聚就“如何进行

异地转诊报销”回答了本报驻新乡记者

的提问。

贾祥聚表示，新乡市异地转诊报销

涉及两个群体，报销方法不同。城乡居

民病人，在异地住院前或住院后三天

以内，可到新乡二级以上定点医院开

具纸质转诊单，随后到城乡居民医保

中心办理备案，经审核确认，实现即时

结算；城镇职工，在异地入院前或住院

七天以内，到三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开

具电子转诊单，通过审核后可进行即时

结算。

新乡两会首开“局长通道”
就异地转诊回应本报记者提问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廖涛
赵玉东）38岁的乔拴家住南召县城郊乡

闫沟村，在“天猫”上注册了金官燕旗舰

店，他收购当地盛产的葛根、灵芝、黄精、

茯苓、桑黄、松针、皂角刺等20多种名优

土特产和山珍，通过电子商务把伏牛山

深处的山货卖到全国30多个省市。3月

21日，记者在他家看到垛成小山样的快

递箱。

南召县培育形成一批年营业收入

超亿元的电商骨干企业，全县注册服务

类、平台类、应用类电子商务企业100

余家，吸引农村淘宝、阿里巴巴、京东物

流、苏宁易购等一批知名电商企业入

驻，促进农产品畅销全国。2018年南

召县争取扶贫整合资金219万元，用于

电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开发和贫困村

电商帮扶试点工程，为31个贫困村、

155户贫困户免费配备了电脑、智能手

机、宽带网络，免费提供技能培训，经过

培训开设网店200余个，销售商品500

余单。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实习生任婧）

3月23日，“封丘第三届水岸油菜生态旅

游节”在该县陈桥古镇东湖湿地公园主

会场开幕。

封丘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置县于西汉，迄今已2200余年，历史文

化底蕴丰厚，境内自然环境优美，是中国

长寿之乡、中国金银花之乡、中国树莓之

乡、中国相思文化之乡、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

的地。如今，县内已经建成嘉联生态园、

陈桥驿景区、青龙湖景区、黄河鸟类湿地

自然保护区等多个知名景点和生态旅游

观光园。

据了解，本次油菜花生态旅游节共

种植油菜花5500亩。与前两届不同的

是，这届旅游节以“水岸观花·趣封丘”为

主题，包含浪漫花田、激情花田、历史花

田等三大赏花板块，有花田廊桥、花田迷

宫、花田敖包、花田赛马、花田摇啊摇等

十多个特色景观。旅游节主会场离千年

古镇陈桥镇仅1.5公里，游客既能全方位

观赏油菜花海，又能近距离感受历史文

化。为期15天的花期内，新乡市健康舞

邀请赛、祥符调戏曲演出、传统民俗表演

等也将使本届旅游节更具看点。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君华
焦艳艳）3月22日，由驻马店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西平县人民政府主办，为期20

天的中国·西平第二届海棠文化旅游节

正式拉开帷幕。

近年来，西平县牢固树立“绿色引

领、生态立县、持续发展、文明美丽”的

理念，以打造“生态宜居地，花海旅游

城”为目标，按照“以水润城”的理念，在

小洪河、引洪河生态治理工程中以“水、

花、桥、路”为载体，融合“海绵城市”建

设概念，按照“海棠为主、樱花为辅，三

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绿化理念，基本形

成了“两岸绿树成萌，堤岸海棠飘香”的

花海旅游新城。截至目前，西平县海棠

花覆盖面积达到70平方公里，建成了

1.2万亩嫘祖植物园、3000亩嫘祖海棠

园，种植海棠树55万株，绵延11公里。

本届海棠文化旅游节在结合嫘祖文

化内涵、服装产业基础背景，整合自身资

源，努力打造赏花+文化、赏花+体育、赏

花+商贸、赏花+扶贫等系列活动的同

时，还精心开发三条精品旅游线路，组织

全民健步走活动、花海新城一日游、旅游

商品评选大赛、万人垂钓大赛、嫘祖服装

展示展销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景
雷）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农村信用联

社将“整村授信”与“金融服务进社区”工

作相融合，全力推进小微贷款宣传营销，

全面推进“整村授信”工程。

为进一步树立支小支微的宗旨意

识，该联社深化“整村授信”工作内涵，延

伸“整村授信”覆盖范围，将辖内社区作

为“整村授信”工作的“第二战场”，积极

开展“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为辖内社

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满足

社区居民生活消费、经商办企业的资金

需求。

在开辟的“第二战场”中，由居委会牵

头召集社区群众代表，分社区召开“整村

授信”动员会议，联社工作人员向与会代

表详细介绍了开展“整村授信”的意义作

用、办理流程以及相对传统贷款所具有的

优势，为“整村授信”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

坚实基础。

该联社还以社区为阵地，在“整村授

信”方面着重宣传准入门槛低、办贷手续

简便等内容，突出让群众贷款不再难、贷

款不再贵的亮点；“金燕e贷”方面，则注

重宣传自助贷款申请、自助签约放款、自

助还款结息等功能，突出高效、便捷的金

融特性，以社区金融服务全面推进“整村

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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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变“乐土”“麻友”变“舞伴”“对头”变“戏友”

沈丘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刘润琪

出一片新天地出一片新天地
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系列报道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系列报道

创创
1212

信阳马超退伍不褪色 扶贫战场再攻坚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何泽垚

3月 23日，“汝瓷文化研学游，趣

味寻宝第二季”系列活动在汝州市大

峪镇大红寨地质公园弘宝汝瓷文化园

开幕。本次活动是2019中国·汝州第

八届杏花旅游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活动期间有赏花观景、汝瓷寻宝、

汝瓷技艺体验、汝瓷科技成果展示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游客在欣赏

杏花美景的同时，领略汝瓷传统技艺

的神奇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打

造美丽乡村，促进旅游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为宗旨，旨在进一步推动汝瓷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图为游客在观赏盛

开的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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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郾城区农村信用联社

推进“整村授信”工程

南召县

电商铺设“云端”致富路

汝州市

杏花节里
“绽放”汝瓷魅力

□卫红霞/文 张亚婷/图

西平县

55万株海棠花开迎宾朋
封丘县

5500亩油菜花等你来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