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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托养中心成立后，聂

华堂成了第一批入住的重度残疾人，黄

翠英也被吸收为该中心的护工。“现在

好多了，住在这里，每月千把块钱的药

费也是由政府负担，我们家不但脱了

贫，我还用每月2000元的工资，供儿子

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黄翠

英说。

托养一个人，解放一家人。目前，

上蔡县共建成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托

养中心32个，实现了26个乡镇（街道）

全覆盖，入住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606

人，解放贫困家庭劳动力800多人，为

贫困家庭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370多

个，全县符合托养条件、有入住意愿的

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实现全部集中托

养，“一站式”解决了他们生活、护理、康

复、脱贫等难题。

2018年10月，该县的重度残疾人

集中托养工作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

织创新奖”。2019年12月，“贫困家庭

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荣获“全球

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

例。

集中抚养
致孤儿童有了“新家园”

位于芦岗乡王营村的芦岗阳光家

园内，黄灿灿的油菜花随风摇曳，散发

出阵阵清香，一群衣着光鲜的阳光少

年，在花丛旁追逐嬉戏，一张张笑脸在

阳光下自由绽放。

“我们家园集中抚养的这些孩子年

龄大多在7岁-18岁之间，都是来自各

乡镇失去父母和没人抚养的孤儿。”阳

光家园园长关海洋说。

12岁的郭宇航是该县东洪镇的

一名苦命的孩子，幼年失去父母的

他只能和常年瘫痪在床的奶奶相依

为命，整日靠着政府的救济勉强度

日。

“以前在家里，我每天买几个馒

头和奶奶就着开水就算一顿饭。后

来，我奶奶被接到镇里的托养中心，

我也被安置到了这个阳光家园，不但

奶奶有人照顾，我还每天都能吃上

肉，穿上新衣服，这里就是‘新家

园’。”郭宇航激动地说起在阳光家园

的三年生活。

为解决致孤儿童的实际困难，上蔡

县分别于2004年9月和2005年9月

先后投资1266万元建成了芦岗阳光家

园、温馨家园，对自愿到家园生活的致

孤儿童进行集中供养直至孩子们学业

有成。截至目前，阳光家园和温馨家园

共集中收养各类孤儿660多名，先后培

养输送出高中、中专学生42人，大学生

39人。

“三集中”托起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胡译丹

“有点短，还没听够。”

“主题鲜明，非常精彩。报告是一堂生动的

党课，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有特色的学习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

党性教育。”

……

3月30日，一堂党史学习教育课在息县路

口乡弯柳树村文化大讲堂里举办。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农业

农村部门与组织部门联合组织专家学者，在息县

开展“送教下基层，为民解难题”基层宣讲教育活

动。省农业农村厅、信阳市农业农村局和息县人

民政府、息县县委组织部、息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以及157名省派、市派、县派第一书记代

表，和农民群众代表出席宣讲活动。省委党校教

授董立人、省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蒋向作宣讲报

告。

董立人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点、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讲解。蒋向从小麦种

植的意义、生长习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

面进行了讲解，并现场为农民群众解惑释疑。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省农业农村厅向息县

捐赠了农业科技图书。“我们基层党员干部要主

动学党史、提思想，把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努力提高自身服务群众的本领，以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路口乡

岳庙村第一书记赵伟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郭明远

“宝丰县的红色革命文化挖掘得好、保护得好、利

用得好，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4月

2日，一位参观者在宝丰县北张庄村中原军区暨中原野

战军司令部旧址的一间灰瓦青砖房前深有感慨地说。

北张庄村位于宝丰县城西北18公里处，是中原军

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1948年4月至同年11月的驻

扎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运筹

帷幄、逐鹿中原，并先后在宝丰召开“旅以上干部政治

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宝丰会议”等重要会议，

部署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郑州等战役，消灭国民党

正规军20多万人、地方武装10多万人，建立并巩固了

中原根据地，筹划并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为全国解

放战争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宝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红色首府’，域内拥

有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会议会址、

中原大学旧址、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等红色文化遗

存，都是中原局、中原军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宝丰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现松说。

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红色革命文化

保护利用工作，先后投入3亿多元，用于红色革命文化

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修缮了中原军区暨中

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会议会址和豫西行政干部

学校旧址；建设了中原解放纪念馆、宝丰革命纪念馆、

八一公园、解放广场等；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升级改造，

对烈士纪念碑进行了重修，擦亮了红色文化的底色，使

这些红色场馆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场所。

本报讯（记者韩新愚通讯员马玉波）近日，

洛阳理工学院录制上线了大型系列微党课《百

年党史年份记忆》。

据介绍，微党课视频共101集，每集讲述1个

故事，回望了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筚路

蓝缕、奠定基业的奋斗历程。微党课视频注重创

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深度把握互联网发展规

律和青年大学生互联网行为特征，以短视频形式

进行录制，每集时长4~5分钟，以小而精的新颖形

式，让青年大学生充分利用起碎片化的时间，实现

党史学习教育随时进行、全员覆盖。目前，该系列

微党课同步在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学习强国

河南平台、洛阳平台，已更新10集。

洛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陈岩表示，今后，洛

阳理工学院将进一步创新载体、创新形式，用活

红色资源、讲活党的故事，厚植青年学生接续奋

进的思想根基，引导青年学生继承和弘扬伟大

精神，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4月3日晚，

2021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开幕式在

清明上河园举办。本届文化节由中国

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民协主办，

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委网信办、河

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民协

和中共开封市委、开封市人民政府承

办。

本届文化节以“传承文明，拥抱

春天”为活动主题，以“开封四月最清

明”为宣传主题，以安全、务实、精彩、

节俭为原则，以弘扬文化、宣传开封、

带动旅游、促进招商、拉动消费、服务

发展为目标，丰富清明文化内涵，推

动宋文化传承创新，扩大开封作为清

明文化传承基地的影响力，以文化节

会助力开封高水平建设世界历史文

化名都。

开幕式文艺演出由清明之声

——特别播报《宋英杰说清明》、清明

之礼——老家河南黄河之礼情景剧

《清明豫见黄河之礼》、清明之韵——

老家河南黄河之礼之“宋词中国世界

开封”作品展演音诗舞《（春）浣溪

沙》、清明之秀——老家河南黄河之

礼之“宋廷梦乐”北宋华服秀、清明之

约——“天下宋粉聚开封”主题活动

启动·音乐剧《大宋朋友圈》、清明之

光——2021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

开幕合唱《清明之光》《大宋·东京梦

华》实景演出等组成。

文化节活动分为 3大类 35项活

动，其中“宋韵清明·文化开封”重点主

题活动16项、“慎终追远·缅怀英烈”清

明纪念活动5项、“一城宋韵·春风十

里”景区大联动活动14项，全方位展示

古都开封深厚的清明文化和宋文化。

积极发挥互联网优势，线上线下同步开

展各项活动：线下，严格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守住人民生命健康安

全底线，精简活动项目，提升活动质量

和水平；线上，更多地采用视频直播互

动、5G+XR、网络呈现、全媒体推送等

方式，开展系列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和经

贸招商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
亚鑫）3月31日，辉县市冀屯镇第二届

“向阳花海”乡村文旅节开幕。在该镇

冀祥新区，去年夏天收获了葵花蜜、葵

花籽、葵花油的千亩土地上，今春再被

油菜花金灿灿的黄铺满。

风吹田野，花海翻涌，空气里弥漫

着浓郁的油菜花香，人们三五成群徜徉

在油菜花田，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欢声

笑语不断。

“冀屯要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冀屯镇党委书记赵化录告诉

记者，近年来，冀屯镇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西厢文化、食用菌文化等乡村旅游

资源，不断打造旅游景观亮点，持续推

进食用菌研学基地和“党建+乡村振

兴”旅游基地建设。

去年，冀屯镇借助农村五项改

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将土地流转给

种植大户，建成了1000余亩油葵、油

菜种植基地，着力打造“向阳花海”旅

游品牌，进一步提升本地乡村旅游吸

引力、辐射力、带动力，带动周边群众

增收致富。

据介绍，本届“向阳花海”乡村文

旅节持续至4月15日，融民俗文艺、土

特农产、特色美食、摄影写生、乡村游

乐等于一体，开展马戏团表演、乡野市

集美食街、写生摄影沙龙等多项特色

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一通讯员刘
永芳）日前，济源示范区印发《济源推行城乡供水一体

化实施意见》，建设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体系。

为让城乡居民喝上“同质、同价、同网、同服务”的

放心水，济源示范区整体推进、统筹建设，建立健全以

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和农村规模化供水为主，小型集中

供水工程为辅，分散式供水为补充的供水工程体系，

探索全域全民覆盖和城乡优质供水服务共享的供水

保障模式。

据了解，2021年年底前，济源示范区将完成水厂

水源置换管网建设，城市供水地下型饮用水水源全部

置换成地表水。2022年年底前，济源示范区将通过

城市供水管网延伸，使城市供水覆盖所有居委会以及

城市周边37个行政村；完成北部供水工程建设。

2023年年底前，济源示范区将完成山区集中供水工

程管网延伸，完成南部岭区供水工程建设，启动东部

供水工程建设。到2025年，济源示范区城乡供水饮

用水水质将全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广
辉李河新）“这两年，我们村的道路、村

庄面貌变化实在太大了，不仅路面干

净，路肩整齐，还有标线和绿化，真是越

来越美了。”4月1日，鲁山县辛集乡盆

郭村村民自豪地说。

今年以来，辛集乡在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清洁家园行动基础上，突出抓好路

域环境整治，实行“路长制”，让路域环

境更加美丽。

辛集乡集中力量开展路域环境整

治，全面清除杂草、杂物和建筑垃圾。

实行分段负责、分村整治，乡里出动钩

机、翻斗车等机械，村里组织保洁员，集

中开展整治行动。成立综合执法队，全

面取缔占道经营和乱搭乱建。实行一

天一部署、一天一通报、五天一小结。

通过两周集中整治，完成了100余处

“三清”和30处乱搭乱建任务。

组织乡村党员干部开展红装行动，

组织36个村保洁队伍开展村庄大扫

除，引导群众实行环境卫生“门前三

包”。组织开展农村垃圾“清零”行动，

对村庄内外、河塘沟渠、田间地头等卫

生死角彻底清理。与垃圾清运首创公

司对接，做到垃圾清运“日产日清”。实

施村庄绿化、美化、硬化、亮化工程，谋

划实施好“六个一”活动，即绿化一条入

村道路、美化一条巷道、整治一条沟渠、

硬化一个停车场、建好一个游园和管好

一个公厕。

今年以来，辛集乡整治路域环境

30 余公里，绿化道路 6000 米，植树

10000多棵。

4月4日，游客在洛阳隋唐城公园观赏牡丹花。清明小长假期间，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观赏牡丹，带动

洛阳花农大赚一笔。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叶楠

3月30日，信阳市浉河区谭家河乡土门村茶叶经

纪人蔡根生正在茶桌前直播推介新茶。“我家是四代

茶农，现有100多亩茶园，从茶农发展到如今小有规

模的茶企业。去年开始做起了直播，线上线下同步销

售，年销售额达400万元 。”

张军伟是河南日日顺遇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为全面开发利用信阳茶叶资源，该公司投入

近50万元科研经费研制茶叶新品，带动了茶农增收

及机械化设备的利用。该公司还与海尔集团旗下

“食联网”联手，利用物联网技术，面向全国销售信阳

毛尖。

土门村有茶园2万亩，去年茶叶交易量排信阳毛

尖交易市场第二名。为盘活市场，带动农户增收，该

村与电商直播团队携手，培训出一支70人的直播团

队。村党支部书记宁海涛向记者说：“昨晚，我们线上

直播带货，销售了100多斤茶叶，销售额6万多元。

随着今年茶叶价格走高，预计我们今年的收入比去年

增加15%。”

浉河区作为信阳毛尖绿茶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

区内茶叶采摘生产工作已正式拉开序幕。浉河区共

有茶园60万亩，茶叶产量4.8万吨，涉茶综合产值86

亿元，茶产业在强区富民中具有重大作用。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追寻初心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中原印记

一堂生动的党课 北张庄村的峥嵘岁月

土门村的茶产业

洛阳理工学院录制百集系列微党课

开封清明文化节开幕

辉县市冀屯镇

举办“向阳花海”乡村文旅节

济源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鲁山县辛集乡

“路长制”让路域环境换新颜□本报记者赵博通讯员张铮男张晓强

“快来！这几排小番茄都红了，我刚尝了一

下，又沙又甜，快来摘吧！”正在长葛市民生农业

生态采摘园里采摘的李宇激动得像发现新大陆

一样，呼唤一同来采摘的朋友。

3月30日中午，位于长葛市和尚桥镇新张营

村的民生农业生态采摘园已经迎接了好几拨前

来采摘的游客。

“游客采摘的叫维维果，是新引进的水果番

茄品种，具有皮薄、甜度高的特点。”长葛市民生

种植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韩根田说，天气好的

时候采摘园一天能来1000多人，番茄供不应求。

“微信收款29元。”采摘园门口，采摘园园长

张福来正忙着给游客采摘的西红柿称重、收费。

每收下一笔钱，他便会在本子上记录下采摘的大

棚编号和钱数。

“张福来是我们的老社员，同时也是一名党

员。他干活，我们很放心。”长葛市民生种植专业

合作社副理事长韩东阳说，我和父亲都是党员，

2011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党支部后，就想着充

分调动党员发挥作用积极性，带领乡亲们一起致

富。

“采摘园现在一共有20个大棚，占地100

亩。种番茄的成本由合作社来出，只要你有能

力、有责任心，每个社员都可以成为大棚的负责

人。”韩根田说，一个大棚里的小番茄大约能产2

万多斤，负责大棚的社员除了能领正常的打工工

资外，每卖出一斤小番茄，还能从中提2毛钱，张

福来就是大棚负责人之一。

有了激励政策，社员们的干劲更足了。在党

员模范带头下，许多社员主动要求成为大棚负责

人，合作社党支部也由最初的3名党员发展到了

9名党员，入社农民也由最初的几十名发展到了

312名。

韩根田算了一笔账：一个大棚一季番茄产量

按2万斤算，负责社员就能从中分红4000元。

下一季的黄瓜、苦瓜还能继续分红，一年下来仅

分红就能获得近万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民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还

流转了3000亩土地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在用工

时，合作社优先聘用周边贫困人员参与日常管

理，目前常用工达20多人，年均收入7200元；季

节性用工达100余人，年人均增收3000元。

“合作社始终坚持‘支部建在合作社、党员聚

在合作社、社员富在合作社、脱贫帮在合作社’的

工作目标，虽然现在贫困户都脱贫了，但是我们

合作社的9名党员还分包着12名脱贫户，在用

工、分红时首先会想到他们。”韩东阳说，脱贫不

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标，今后合作社党支部将继

续发挥起战斗堡垒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生态园里的小番茄

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