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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人很多，下

午还有讲解，馆里讲解员的工作都安排得满

满当当。”9月8日下午2点50分，鄂豫皖苏

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戴璐璐已经风风

火火地赶到了办公室，为下午的讲解做准

备。

“去年9月16日到18日，总书记来河南

调研，其中一站就是我们鄂豫皖苏区首府革

命博物馆，我有幸担任了讲解员。”“娃娃脸”

的戴璐璐一笑就眉眼弯弯，回忆起一年前的

场景，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总书记告诉我们，一定要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

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把

这些话都牢牢记住，我也不断地在更新我

的讲解词，把故事挖掘更深入，呈现更多

细节。”戴璐璐说，她能做的就是把总书记

的嘱托融到讲解中去，让红色血脉传承不

息。

“今年受疫情影响五一后才正式开馆，

现在博物馆游客量基本恢复。”戴璐璐笑着

说，“游客越来越多，‘压力山大’是一定的，

但也多了份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会好好把

红色故事讲好、讲生动。”

“其实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现在更多

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聆听红色故事。”同

为年轻人的戴璐璐说，“作为新时代青年，

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弘扬好大别山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从大别山红色历史中

不断汲取奋进的力量，让红色基因成为我

们青年人的底色，让青春在新时代焕发光

彩！”

9月9日，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

里，万亩油茶树一片葱茏，随着山势连绵起

伏，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70岁的农民

李永提拿着镰刀正在修剪杂草。

“在这儿干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比给

我发一万块钱工资还高兴，真是没想到我还

能见到总书记，真是高兴得好几夜都睡不

着！”李永提兴奋地对记者说。

李永提在司马光油茶园里工作了近8

年，负责看管3000多亩油茶树。由于长期

使用务农工具，他右手手掌上磨出了一层厚

厚的老茧。“每天看着这些油茶树心里开心，

累点也不怕，我今年还要涨工资了嘞！”

这一年，对李永提来说是不平凡的一

年。2019年9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光山时来到司马光油茶园，一张和总书

记同框的照片，让李永提成为光山县的“红

人”，来到油茶园的游客都想跟李永提合个

影，聊上两句。

“总书记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

突然听到山上有人喊‘总书记来了！’我们

放下镰刀就往上跑，我跑得最快，幸运地

和总书记握上了手。”再次提起这段经历，

李永提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总书记亲

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工资怎

么样……总书记上车的时候还不停地跟

我们挥手。”

路子找到了，就要大胆去做。这一年，

槐店乡在槐店村、大栗树村等村流转土地

6000亩，新栽种油茶4500亩40万株。同

时，引导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废弃

的宅基地，新发展以农户为主的油茶1350

亩 12万株，全乡油茶种植面积超3万亩。

“我还要多干几年再退休！”李永提说。

在田铺大塆提起韩光莹，谁不知道？

一年前的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

县田铺大塆村，就拐进了他经营的民宿“老

家寒舍”，民宿是彻底“火了一把”。可如今

的韩光莹不光是老板，又多了一个新身份：

老师。

9月8日，夕阳斜映，衬衫西裤打扮的韩

光莹刚下课回来，边喝水边招呼：“刚给人家

讲完课，去看看民宿咋样马上就回来。”

韩光莹说的上课可不是开玩笑。田铺大

塆的乡村振兴经验远近闻名，不少人专程来

当地学习经验，韩光莹说的“上课”就是为学

员们讲自己开民宿的经验。当起了老师的韩

光莹，最多时候一周要上6节课，他摆摆手

说：“不敢说是老师，就是说说自己都干了啥，

希望能对别人有点启发。”

从去年到今年，“老家寒舍”的硬件设施

越来越好了，升级改造了软装，还新建了独

立卫生间，唯独不变的是整套每晚598元的

价格，韩光莹说：“提质不提价，客人愿意来

我这住，就要让人家住得舒服。”

田铺大塆的“火”处处有苗头。总书记走

进的那间“壹玖捌贰”小卖部门前多了副对

联：“一九八二借改革喜开业，二零一九迎贵

人再腾飞”。在店里值班的韩启根说：“这是

我叔叔韩光军写的，去年总书记来后，店里的

生意越来越好。”

跟小卖铺一样生意兴隆的还有卖鞋垫

的“匠心工坊”，去年总书记在这里买走了三

双手工鞋垫，这成了店里的“高光时刻”。店

员何三荣说：“总书记买的同款鞋垫是最畅

销的，来的游客都会询问一番，我们今年店

里又雇了几个绣娘，迎接马上到来的十一长

假。”

走在田铺的小巷中，不时可以看到游

人穿着背后印有“这个地方挺火嘛”的T

恤。“这是总书记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印在

了文化衫上，也是在提醒我们，时刻牢记总

书记的话，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

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这才是能‘火’

起来的田铺大塆。”田铺乡党委书记邵燕说，

“田铺乡打造的游客集散中心，距离红色旅

游点、绿色生态旅游点、古色古香的田铺大

塆都很近，这样的‘红绿古’三色旅游串起

来，‘全景田铺’的乡村振兴图景正越绘越

精彩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杨利伟杨利伟尹小剑尹小剑焦莫寒焦莫寒戴晓涵戴晓涵通讯员通讯员翁应峰翁应峰文文//图图

沿着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的足迹看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一年来，

新县干部群众抢抓机遇，奋力拼搏，用

扎扎实实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了

一份脱贫攻坚合格答卷。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把革命老区

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更是使命！”9

月8日，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说。

2014年，新县全县贫困人口12308

户 41829 人，贫困发生率达 14.9%；

2019年年底，全县贫困人口降至317户

870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32%。

在巩固脱贫成果过程中，新县聚焦

特殊贫困群体出台精准举措，全面完成

1460户重度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金

1300多万元，贫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

务率达100%，残疾人群体活出了“精

气神”，对全面小康有了更多的憧憬。

扶贫必扶志。新县脱贫典型引领

行动等扶贫扶志“七大行动”全面铺

开，推动贫困群众挺直脊梁、自主脱

贫；开展“清洁庭院幸福家园”“昼访夜

谈”“幸福大讲堂”等活动，提振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开展“脱贫模范”

“致富之星”等评选表彰活动，倡树典

型；建成“幸福驿站”102家，采用有奖

积分兑换日用品和张贴“光荣榜”等形

式，引导群众从“等靠要”到“自奋蹄”。

同时，该县紧扣“能力培训、孵化

创业和带动增收”三大环节开展职业

培训4199人次，持续开展“红城月嫂”

“红城管家”等培训，并出台“以奖代

补”政策，重点支持发展种植、养殖、旅

游服务等11类产业，引导大学毕业

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返乡人员和

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创业。

在此基础上，新县紧紧抓住产业

发展“牛鼻子”，念好“致富经”，唱响

“脱贫歌”，共圆“小康梦”。如今，全县

227个“多彩田园”产业扶贫基地、扶

贫车间、到户增收合作社星罗棋布，助

力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蓬勃发展

的乡村旅游激活脱贫动能，32个乡村

旅游扶贫重点村11321名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84.34%的贫困群众在旅游发

展各环节受益。

“一年来，光山县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牢记总书记‘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

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殷

殷嘱托，抢抓省委、省政府支持大别山

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的重大机遇，努

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

9日，光山县委书记刘勇激动地说。

截至目前，光山县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5731户 100038人，已脱贫

23996 户 95447 人，未脱贫 1735 户

4591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0%，实现

高质量脱贫摘帽。2020年8月，光山

县入围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名单。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该县扎实推进8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201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0.9亿

斤，累计发展稻虾共作14.7万亩、再生

稻5万亩、茶园24万亩、油茶种植面积

25.5万亩；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27.5亿元，投资5亿元的北京

新发地光山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暨冷链

物流园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探索实施“旅游+”战略，推进全域

旅游融合发展。光山县以总书记考察

走过的司马光油茶园、东岳村路线为核

心，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线路，先后荣获

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县、河南省旅

游扶贫示范县称号。同时，积极落实文

旅企业和商贸服务业帮扶政策，开展油

菜花、桃花、樱花等系列网络文化节。

今年上半年，全县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46.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42.9亿元。

高标准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探

索乡村振兴试点建设。该县南王岗乡

村会客厅建成运营，钟鼓楼亲子乐园正

式开园，入选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十佳

县。同时，坚持以城带乡、共建共享，大

力推进集镇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环卫

一体化、“厕所革命”等，持续开展农村

“三美共创”活动，创建3个美丽小镇、

30个“四美乡村”、12个省级农村人居

环境示范村、300个“五美庭院”，被住

建部确定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活动试点县，文殊乡东岳村被评为

“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新县

牢记嘱托交上脱贫攻坚合格答卷
光山县

抢抓机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亲切接见的农民李永提

我还要多干几年再退休
为总书记讲解红色故事的戴璐璐

让红色基因成为青年人的底色

总书记的一句话在这个小村得到应验

“火”在田铺大塆
“今年的谷穗长得特别饱满，又大又

实。你看，这一穗就有两百多粒，每亩一千

多斤的产量是没问题了，又是一个丰收

年！”金秋九月，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四方

景家庭农场主杨长太站在绿色水稻种植基

地里，打心眼儿里高兴。

在经历过创业失败的打击后，2015年，

在村“两委”的帮助下，杨长太成立了四方景

家庭农场，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自己脱贫致

富了，还带动村里5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2017年2月，农场成立了党支部，杨长太当

上了党支部书记。

“我当天和总书记握了三次手，真是太

荣幸了！”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光山县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杨长太

作为致富带头人，第一个向总书记做了汇

报。“总书记平易近人、很有亲和力，当我握

住总书记的手的时候，感觉到总书记的手又

大又厚，特别的温暖，瞬间缓解了我当时紧

张的心情。”

总书记考察后的这一年，杨长太的农产

品卖得异常火爆。从今年6月到9月，光是

电商销售额已有260多万元，平均每天能接

到线上订单1000多单。

自从和总书记见面后，杨长太在思想上

发生了变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发挥好致富

带头人的作用，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绿色安

全的农产品。“作为一个农民，就是要把粮食

种好，多种绿色健康的粮食；作为一名党员，

我应当带头脱贫致富；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

我更应该带动更多的乡亲，在致富的道路上

加速奔跑。这就是我的初心。”

不仅仅是杨长太，东岳村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2019年国庆节期间，东岳村的游

客量就达到了5万多人，今年已接待的游客

也已经达到了近20万人。

“今年3月，县里成立了东岳村高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决定用3到5年时间，将东岳

村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

村。”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说，“总书记

考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村里的

人心更齐了，人气更旺了，产业更新了，思路

更清了。如今，全村已经脱了贫，但是脱贫

攻坚的精神不能丢，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发扬大别山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红色的

种子，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总书记期望走向更加富裕的东岳村

在致富路上加速奔跑

田铺大塆

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农民李永提

光山县东岳村四方景家庭农场主杨长太

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戴璐璐

田铺大塆的匠心工坊里的绣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