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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世超 杨海楠

“姬家村，好地方，红石白石满山

岗。连山石块是特色，民宿烧烤带闲

逛。紧靠市区是花园，休闲度假好地

方。”8月1日，记者在宝丰县李庄乡姬家

村采访时，听到了流传在村里的民谣。

谁能想到，位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四矿矿区后的姬家村十年前还是一个产

业“空心村”，生产方式单一，农户收入微

薄。而今，姬家村成了“花果村”，村容村

貌大为改观，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村民收入节节攀升。

姬家村凭借什么走上了富裕之路？

“记得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山民上

山砍树、垒石砌堰，开荒造田。到了九十

年代，全村人似乎找到了‘财路’，纷纷上

山打石头卖钱。山荒了，风沙大了，俺们

仍过着穷日子。”说起以前的生活，年过

六旬的姬家村原党支部书记王海卿不禁

感慨万千。

自2012年开始，王海卿带领村里干

部群众绿化荒山，之后的历届党支部书

记亦是如此。如今姬家村有集体林地

4100亩，家家户户门前院中庭后种植杏

树、桃树、梨树、枣树、柿树等果树，逐步

形成果园化村庄。姬家村更是先后荣获

“全国绿化造林千佳村”“国家级森林乡

村”等称号。

姬家村如今的“领头雁”叫王广有，

2020年村“两委”换届时当选为党支部

书记。他带领村“两委”班子经过深入调

研，认真分析村情，决定推行“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以党支部牵头联

动促进各类资源下沉，推动姬家村产业

发展逐渐打开了新局面。

为引导群众吃“旅游饭”，村“两委”

以2004年兴办起全村第一家山顶饭店、

年收入超过 10万元的党员王现有为示

范，鼓励村民发展农家乐饭店；针对姬家

村山区面积大、牧草丰富的特点，党员仝

长合抓住机遇，投资建起了养牛场……该

村将已致富党员、有致富能力的党员、致

富能手、积极分子实行分类管理，积极开

展结对子活动，带动群众发展牛、羊、柴

鸡、蜜蜂等养殖业，达到先富带后富、共

奔致富路的目的。目前，该村牛、羊存栏

5500余头（只），肉鸡、蛋鸡存栏 1万余

只，中型养殖户由去年的12户发展为32

户。与此同时，即将投入使用的小型新

建养猪场有10个。

“下一步，俺村将以‘五星’支部创建

为抓手，以产业为引领，大力发展林下种

植赤松茸，建设休闲木屋 10余个，打造

集住宿、娱乐、采摘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

游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王广有说。

□李振阳向宣垣王德银

群山环峙林壑优美，溪水潺潺碧波清

清。村民们在绿色的沃野中耕作，游客的

欢笑声在山间回荡，这里便是大别山深处

的世外桃源——环山村。

8月 2日傍晚，笔者来到位于光山县

南向店乡西南部的环山村，但见村头一

棵千年白果树枝繁叶茂、傲然挺立，树下

凉亭旁一位老人正在休憩，恬静安详。

前方不远处是竹林新村小游园，游客服

务中心主体结构已建成，等着最后的装

修点缀。

沿着宽阔干净的道路往村里走，左

边白墙灰瓦，屋舍俨然；右边小河款款，

杨柳依依。休闲广场上，村民们或三五

个聚于亭下摇扇闲聊，或随着悠扬的音

乐翩翩起舞，孩童们嬉笑打闹，笑声响彻

云霄。

“以前俺这小山沟路不通，田又少，山

里人过得苦，你再看看现在……”说起今

昔对比，环山村原支书黄立云感慨万千。

环山村位于光山新县交界处，山多田

少，交通闭塞，在以前是贫困的代名词。

近年来经过扶贫开发，环山村依托王母观

樱花谷优势资源，念起“生态经”，吃上“旅

游饭”，劣势变优势。在去年的人居环境

综合治理中，环山村持续发挥原生态优

势，以竹林新村的村域综合服务中心、光

殷路横向发展轴和青龙河纵向发展轴为

框架，对村庄空闲地、房前屋后进行改造、

提升和绿化美化，在通村路、沿沟沿河、田

间道路植树造林，见缝插绿，增加绿化面

积1000余亩，打造两个村民组人居环境

示范点，完成村级游园的提档升级，在空

间上逐步形成了北部滨水休闲旅游区、生

态观光休闲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的“一心、

两带、三区”村级布局。

“现在我们正在修建登山步道、樱花

观赏亭，打造醉美环山沟，让村民生活得

更舒适，让家园更美好。”谈及未来，现任

村支书金钊信心满怀。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白贺阳）8月

4日，10对新人手牵手走过红毯、当众许下

爱的诺言、签订《孝心承诺书》，喜气洋洋地

完成“形名合一”的新婚俗仪式。

作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上蔡县近年

来着力转变重婚宴、轻登记的社会风气，极

力推行节俭又时尚、颁证和婚礼一体化的新

颖结婚仪式。“让新人走红毯、宣读爱情誓

言、现场领结婚证书、签订《孝心承诺书》，通

过这种简易形式，提倡婚俗新风，让婚姻登

记‘形名合一’。”上蔡县民政局负责人侯红

喜如是说。

“这样的方式，既省钱又省力，而且仪式

感满满，我们觉得挺好的！”“00后”小夫妻张

耀明和王婷婷不顾家人反对，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集体婚礼。“相比于传统婚礼的铺张浪

费、劳心费神，我们更希望把钱省出来，用在

小家庭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上。”王婷婷说。

“开展婚俗改革，就是从最基础的家庭

抓起，以婚俗新风‘正家风、带乡风、促文

明’，让和谐、文明、有序的婚俗成为主流。”

上蔡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东告诉记者，“我们

将继续发力，完善婚俗新风模式和机制，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新婚俗、引领新风

尚。”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栋察）榜

样引领时代，使命呼唤担当。8月1日，方城县

举办首届“方城之星”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命名

表彰“开拓创业之星”“敬业奉献之星”“退役军

人之星”“崇德向善之星”“孝老爱亲之星”“科

技创新之星”“技能工匠之星”“平安和谐之星”

“乡贤人士之星”“未来希望之星”106人。

此次评选表彰“方城之星”，旨在褒奖群

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明

星”，推崇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弘扬真善

美，传递正能量，在全社会兴起学习先进典

型、崇尚先进模范人物的热潮，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蓄势加力。

近年来，方城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润方城、共筑文明”

主题实践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厚培

文明沃土，构筑精神高地，引导全社会凝心

铸魂、崇德向善、开拓进取、担当奉献，英模

人物层出不穷、“群星闪耀”，涌现出“全国先

进工作者”郭春鹏、“全国道德模范”王锋、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于松昌等众多

先进典型，树立了“方城好人多善举”的精神

地标和价值航标，为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漯河市医疗生育保险中心牢

牢把握思想引领这个核心，狠抓

“四项建设”，丰富创建载体，内外

兼修，全面培育中心文化，真正让

文明思想融入日常、体现风貌，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该中心坚持把学习作为筑牢

干部职工信仰信念的重要抓手，

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

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开展各类学

习讨论 110多次。以丰富干部职

工精神文化生活为目标，认真组

织开展经典名篇诵读、红色歌曲

大合唱系列主题活动，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党

建+文明创建”的工作思路，积极

开展社区疫情防控、文明旅游社

区卫生大扫除等志愿服务活动

200 多次，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2300多人次。推进节约型机关

建设，开展文明餐桌、垃圾分类

投放等活动，使节能低碳、节约

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落到实

处。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宣传

低碳节约活动60多次。

（陶晓阳）

“本次志愿活动中我为孩子

们带来的课程是汉字和书法，也

就是认字和写字，很期待和孩子

们一起探索中国文字的魅力。”8

月 1日，在息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举行的“快乐成长”乡村学校

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暑期特别行

动志愿者培训暨启动仪式上，文

艺志愿者黄炳堃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丰富农村

未成年人暑期文化生活，搭建大

学生社会实践平台，拓展“快乐成

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

务暑期特别行动内容，息县县委

文明办举行了“快乐成长”乡村学

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暑期特别

行动志愿者培训暨启动仪式。

“快乐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

文艺志愿服务暑期特别行动由省

文明办会同省教育厅、省文联联

合开展，主要目的是通过选派文

艺志愿者走进农村，开展书法、美

术、音乐、舞蹈、经典诵读等形式

多样的文艺活动，关爱帮扶农村

留守儿童，丰富农村青少年的暑

期生活，使农村青少年在多姿多

彩的文艺活动中快乐成长。

“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共

33名，他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快乐

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

服务暑期特别行动，充分发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志愿力

量，联合高校大学生及社会志愿

团体，为更多乡村孩子赋能，积极

营造全社会共同帮助农村未成年

人健康、快乐成长的浓厚氛围。”

息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崴

说。

（李振阳余江）

8月6日，尉氏县门楼任乡赵存村锦绣黄桃产业园里，村民正在挑拣黄桃进行外销。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种植，有效带动了农业产
业发展，使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经济收入逐年增长。 李新义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张磊 张浩）“俺家4口人，两个

学生，花钱地方多，衣服都不敢

给孩子买。多亏村干部几番动

员我加入俺村的务工队伍，一年

收入六万多，建了新房，添了新

家具，孩子们想要新衣服，毫不

犹豫就买了。”8 月 1 日，宝丰县

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滴

水崖村张帅杰的妻子胡莺歌笑

着说。

据悉，滴水崖村地处山区，全

村总人口 1080 人，其中劳动力

345人，除一部分劳动力外出务

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或

在当地打零工或无工可做。

为增加村民收入，滴水崖村

党支部通过与待业村民沟通，为

村内富余劳动力寻找外出务工

机会，鼓励有经验的致富能手现

身说法，并做好外出群众的务工

保障，帮助解决劳务人员的各种

实际困难。以前想外出务工但

没“门路”的村民热情高涨，踊跃

报名。

目前，滴水崖村全村青壮年

实现跨省市就业127人，2021年

实现劳务总收入 932万元，人均

劳务收入7.3万元，仅此一项全村

人均增收近 1万元，劳务输出已

然成为该村的一大“支柱型产

业”。

“下一步，观音堂示范区将继

续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就业

指导、后续跟踪服务等，不断提升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组织化程

度，有效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观

音堂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商科峰说。

暑假开始以来，邓州市九龙

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一系列暑期防

溺水知识宣传活动，旨在增强学

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

护自救能力，有效预防和遏制溺

水事故的发生。

该校通过召开线上、线下防

溺水安全工作会议进行防溺水

知识宣传教育，督促家长认真履

行监督职责，全力提升暑期学生

安全防范意识。

另外，该校通过微信群、走

访等形式加强防溺水宣传，每天

三次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职责、看

护好自己的孩子，并将反馈信息

形成台账，告诫学生不要私自到

危险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事件的

发生。该校充分利用“安全教育

平台”，组织学生认真观看《2022

年中小学生（幼儿）预防溺水专题

教育》及其他防溺水专题片等，进

一步帮助学生们深入理解防溺水

“七不两会”。

该校通过开展多方面的防溺

水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们

的防溺水安全意识，也强化了学生

家长（或监护人）的安全监护责任。

（侯心团）

暑假以来，邓州市构林

镇小学重点开展防溺水主

题教育宣传，并使此工作常

态化。通过防溺水安全警

示教育，要求孩子做到防溺

水“七不两会”、家长做到

“四知”。

“我们会一直对学生进

行全面的防溺水安全教育，

让防溺水安全教育入耳入心

入脑，并督促家长提高对孩

子防溺水的监管意识，形成

家校合力，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该校负责人表

示。 （周铁建）

为让留守儿童度过一

个快乐、幸福、安全的暑假，

近日，辉县市高庄乡前郭雷

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

动。该校对特殊家庭的孩

子进行排查，认真落实教师

一对一帮扶工作制度。开

展线上、线下结合关爱新模

式。根据部分留守学生假

期随父母到外地过暑假的

具体情况，在做好本地留守

学生家访的同时，积极采取

线上视频通话、微信聊天等

方式与外出学生联系，对他

们假期安全、学习等方面给

予关心和帮助。

教师们在家访的过程

中 ，坚 持 与 学 生 面 对 面 交

流、与家长面对面沟通，同

时还宣传防溺水、疫情防控

等安全常识，提高家长对孩

子暑期预防溺水的责任意

识，达到安全教育和学习教

育双赢的效果。

（李玉鹏）

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充

分发挥平台优势，以“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为契机，开展“学党

史 促发展”为企业办实事活动，主

动融入“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切

实帮助企业破解难题。

该集团以学习“百年党史”为

引领，以“帮企解困、办实事好事、

展担当作为”为主线，一是建立企

业项目服务人员和重点项目企业

负责人沟通的直通车机制，帮助

协调解决问题。二是破解难题

“会商制”。针对企业反映的问

题，力争最短时间内解决。三是

对前景好、信誉好、管理规范的成

长性企业加大合作扶持力度，以

股权投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助力

企业加速成长。 （王二威）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赵豫珂）“走，一起去看看，李书记

又在那儿忙活那条街了，这条文

化长街可是下了大功夫设计的，

好看得很！”8月3日一早，禹州市

郭连镇张涧村妇女主任赵玉红边

走边跟邻居们“炫耀”。

近日，张涧村对村内的中心

道路边墙体进行刷白，打造了一

条长200米的文化长街。墙体以

绘画的形式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乡村振兴、文明创建、村规

民约、“三治融合”等内容，点缀美

化村庄环境面貌的同时，弘扬了

时代精神和文明乡风。

“我们以创建‘五星’支部为

契机，打造这条文化长街，记录了

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再到现在的巨大变化，这条街就

是张涧村的历史缩影！”该村党支

部书记李永敏自豪地说。

在创建“五星”支部和争创全

国文明村活动中，张涧村党支部

结合全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整体谋

划，而文化长街就是建设计划中

的一部分。此外，该村还同步打

造了村史馆、赵趁妮纪念馆、文化

广场等，同文化长街遥相呼应，共

同展现着全村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发展成就。

近年来，张涧村党支部坚持

以“和谐发展”为主题，以“提升群

众幸福感”为目的，依托村卫生室

原有的医疗资源、场地，建成了一

所新标准化卫生室、一所幸福院，

为村内孤寡、独居、无人照料的老

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助餐服务。村

“两委”干部每年坚持为村里 80

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中秋节送“爱

心月饼”，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无

后顾之忧。同时，该村还组织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

精神生活。截至目前，累计评选

“五好家庭”82 户、“好婆媳”90

户、“好夫妻”84户、“好妯娌”86

户，通过召开村民大会，集体颁发

荣誉奖牌及奖品，带动更多村民

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优良传统。

“文化长街的成功打造，掀

起了全村新一轮文明创建高潮，

力争拿下‘文明幸福星’。”李永

敏表示，下一步，张涧村还要以

此为良好开端，不断加大力度，

同步带动全村各项事业推进，营

造全村文明新风尚，用实际行动

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安全感、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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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空心村”到“花果村”

姬家村为啥变了样？

宝丰县滴水崖村

“牵线搭桥”助农务工增收

200米长街绘巨变
禹州市张涧村掀起“五星”支部创建新高潮

息县启动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行动

让农村娃“快乐成长”

邓州市九龙镇中心小学
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

邓州市构林镇小学
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宣传

辉县市高庄乡前郭雷小学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漯河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开展“学党史 促发展”为企业办实事活动

漯河市医疗生育保险中心
狠抓“四项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端“生态碗”吃“旅游饭”
光山县环山村交通劣势变发展优势

生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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