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人间四月天，大别山下

花欲燃。

樱花、桃花、梨花、兰花、杜

鹃花，百花争艳；郝堂、新集、连

岗、里罗城、丁李湾，千村竞秀；

樱花节、桃花节、采茶节、油菜花

节、郁金香节，节节兴农……

春回大地，大别长淮间处处

桃红柳绿，青山绿水中人人笑逐

颜开。信阳持续发力以美丽生

态催生“美丽经济”，引爆一轮又

一轮山水田园旅游热潮，写下一

篇篇美丽生态助力乡村振兴的

新乐章，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科学论断的美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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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3月 28日，光山县委书
记刘勇自豪地宣布：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官渡河区域生
态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区域内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
蕴深厚、发展潜力巨大的八个景点，被选定为光山县“官渡
八景”。

“莫羡西湖苏堤美，光山龙堤惹人醉。”携家带口专程前
来参加“官渡八景”发布会暨龙堤春晓踏春行的楚染坊居民
陈先生自豪地说：“真的不敢相信，短短一年多时间，家乡发
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信步官渡河畔，司马故里、龙堤春晓、竹影闻笛、状元飞
渡、望水登楼、潮拥金滩、官渡清波、天赐鸿禧等“官渡八景”
水面竞秀，一道道亮丽风景，引得游人如织，成为群众休闲、
运动、健身、娱乐的首选地。

发源于新县的潢河，光山称之为官渡河，境内全长 48公
里，流域面积919平方公里。

近年来，光山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拥河
发展”战略，科学实施官渡河区域生态综合治理，首先在龙山
大坝至天赐桥之间的10公里区域展开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建成“路、桥、坝、点、园”等48个基础设施项目，一个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的滨河新城逐步呈现。

据光山县官渡河区域生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李一鸣介绍，他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理念，累计投入13.6亿元，其中用于包括新建污水处理厂、
建设雨污分流管道、修筑河堤、沿岸生态修复和龙山大闸除
险加固的就达3.5亿元。

官渡河区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促进了城市建设
提质，使沿河生态得到根本性改善，路、桥、坝、点、园等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更好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促进了县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进而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

刘勇坦言，他们将以此次“官渡八景”发布为契机，进一
步完善配套建设，持续推进“拥河发展”战略实施，坚持“以水
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推动光山高质量发
展。9

美丽信阳引爆美丽信阳引爆““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光山县

“拥河发展” 八景竞秀

信阳中院

清明祭英烈 红田寻初心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郭晓雨）4月 3

日，信阳中院、新县法院联合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50余名干警在新县箭厂河乡“红田”惨
案遗址前，祭英烈、寄哀思，守初心、践使命。

在“红田”惨案遗址纪念碑前，干警们整齐列队，在认真
聆听讲解员介绍300多名革命先烈壮烈牺牲的“红田”惨案历
史后，大家集体肃立默哀、鞠躬致意，随后依次献上鲜花，表
达对英烈的哀思与怀念。

他们还先后来到列宁小学旧址和鄂豫边中心区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旧址，面向党旗，举手握拳，重温入党誓词，
许下庄严承诺。参与活动的干警们纷纷表示，学英烈，强理
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为新时代司法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9

图说信阳

清明之际，罗山县组织全县党员干部、中小学生和社
会各界群众，广泛开展祭奠英烈活动，号召大家缅怀先烈
功绩，继承先烈遗志，坚定“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理
想信念，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图为 4
月 4日，何家冲小学师生在罗山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前献
花。9 陈世军 摄

罗山开展祭奠先烈活动

光山花木助农增收

光山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引导农民种植特色苗木花
卉，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椿树岗村世旺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流转土地 600多亩，种植紫荆花、广玉兰、木槿、西府海
棠、红枫、金桂等20多类名贵苗木花卉，38名村民成为合作
社职业社员，带动周围42户村民种植花卉苗木，户均年收入
近 4万元。图为 3月 31 日，社员们抢抓农时，正在种植小
苗。9 谢万柏 摄

美丽乡村如画屏1

“大姐，真是对不住啊。中午想在这儿吃的
话，就只能委屈你们在院子里的石桌石凳上将
就一下了。我这儿真的一个房间都没有了。”

4月6日，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大马塆交
通酒家老板娘廖祥云，一边热情地为6位从郑
州来的游客满上茶水，一边一连声地表示抱歉。

春回大别山，里罗城的游客也像山上的春
茶芽儿一样，攒着劲地往上涨。清明前后，一
连四五天，廖祥云家每天都要接待十多拨游
客，客房、餐厅全部爆满。

“里罗城的火爆，源于近年来持续推进的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伏山
乡党委书记李献林自豪地说，“里罗城地处大
别山在河南境内最高峰金刚台脚下，山奇水
秀；这里是90年前爆发商城起义的重要地区之
一，是开国将军陈明义、抗日英雄赵崇德的故
乡，革命遗迹众多，红绿资源丰富，田园风光独
具韵味，前来品红赏绿、观山戏水的游客呀，是
越来越多。”

为了让更多的游客领略到里罗城的独特
魅力，他们还引资成立了大别明珠田园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对区域内红绿旅游资源进行科学
规划，整体开发。

走进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王湾村，道路
干净整洁，村舍错落有致，院落里鸟语花香，池
塘内鱼跳鸭游，远处河滩上芦苇吐新绿，随风
翻绿浪，身着花花绿绿春装的游人徜徉其中，
好一幅美丽的水乡田园图。

“俺们现在就像住在花园里。”村民王振前
兴奋地说。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恶臭满沟
渠”，大伙儿来来去去，都是捂着鼻子走。

面对如此窘境，王湾村确立了“农业调整
建菜园、林业调整建果园、美丽乡村变公园”的
发展思路，以水为媒，生态立村，规划建成3个
徽式小康示范区，建成千亩蔬菜精品园，打造
起生态农业和观光产业并行的美丽发展格局。

“村庄漂亮了，产业发展了，日子也好过
了。我流转百余亩土地种植大葱和反季节蔬
菜，每年收入近20万呢。”正在大棚里忙碌的村
民王振齐乐呵呵地说。

息县杨店乡喻庄村，沿通村道路种植樱花
树4600余株，成功打造十公里的浪漫樱花大
道。花开时节，满树烂漫，如云似霞，微风一
吹，“樱花雨”落，被路边的油菜花海，映衬得十
分迷人，游人们纷纷慕名前来，喻庄村美名越
传越远。村民们说，有了这条樱花大道，他们
就打开了通往小康生活的“幸福路”。

4月4日，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第三届“浪
漫樱花·相约连岗”文化旅游节活动如期举
行。民俗表演、摄影展览、特产展销、美食品
尝、广场游玩，好戏轮番上演，精彩接连不断。

潢川县委副书记、潢川经济开发区主任余
华表示，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持续推动农旅、茶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前景自然风光无限。

放眼美丽信阳，郝堂、新集、里罗城、睡仙
桥、西河湾、丁李湾、弯柳树……一个个美丽乡
村，如明珠般散落在大别长淮间，日益放射出
愈发夺目的光芒，吸引着万千游人，滋养着万
千百姓。

多彩田园最迷人2

3月 30日，来自鄂豫皖三省周边地
市的近千名游客，相聚新县八里畈镇七
龙山产业园，与春天共赴一场美丽约
会。当日，大别山（新县）乡村旅游文化
节“2019赏花济”暨“百花争艳、千车自
驾、万人踏春游新县”活动艳丽登场。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所到之处青
山绿水环绕，田园小村竞秀，花草树木
争艳，处处洋溢着大自然的新鲜气息。”
带着家人流连在七龙山连绵花海中，来
自湖北武汉的郑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新县已连续举办四届大别山（新
县）乡村旅游文化节，今年的活动更是
将从春季一直持续到深秋季节：香山湖
绚烂樱花节、沙窝镇山地桃花节、吴陈
河油菜花节、黄毛尖杜鹃花海节、浒湾
芍药节、泗店荷花旅游节、杨高山银杏
节、田铺枫叶节、大别山茶花节、箭厂河
红乌桕文化节等四季美景不断呈现，真
是“繁花渐欲迷人眼，万千游客醉山中”，
美丽乡村、多彩田园绽放无穷魅力，为老
区发展、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阳春三月，信阳大地上油菜花相继
进入盛花期。

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的万亩油菜
花海早已名声在外，每年春季引得万千
游人前来赏花游春，带火周边村镇餐
饮、民宿快速发展。3月 30日，新集村
民吴金凤告诉记者，每年这个季节，她
家的农家乐一天有时能收入三四千元。

无独有偶，3月 28日，光山县仙居
乡独山脚下的万亩油菜花田竞相绽放，
田野上仿佛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毯子，
前来赏花的游客平均每天超过五千人。

以前，当地农民一年只种一季水
稻，农田半年闲置。当地政府因地制宜
发展油菜产业，使农民收益增多。他们
又因势利导，根据双低油菜花期长的特

点，发起举办“仙居油菜花节”，试水“赏
花经济”，又为当地农民带来额外的旅
游收入。

近几年，光山县在发展多种特色产
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美丽经济”，以特
色办节，以节办会、以节招商、以节促发
展、以节促增收，成功推出“仙居独山油
菜花节”“斛山郑湾桃花节”，带动民宿特
色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让希望的田野真
正成为多彩田园、幸福家园、致富果园。

4月 3日晚 11点，坐落于浉河区环
湖路上稳臻茶坊依然灯火通明，因对千
年茶都的迷恋，从洛阳古城远嫁到信阳
的吕杰经理，还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等候
从郑州自驾来的游客。茶坊后院的炒
茶师傅们，也还在挑灯夜战，他们要赶在
天亮前，把新采的鲜叶全部炒制出来。

每年采茶季，采茶的，买茶的，踏春
的，赏花的，接踵而来，把这条素有“百
里茶廊”之称的信阳环湖路挤得水泄不
通。信步其中，撞眼的绿，扑鼻的香，山
环水绕的美，深山小村的幽，还有那一
片连着一片，一山连着一山，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的茶园，便一路跟随着你，不
离左右。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茶的原产地和
主产区，茶园面积达 60万亩。根据全
市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浉河区
以全域旅游创建为契机，按照“茶区变
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的路
子，积极推动“茶旅融合”，推出环南湾
湖“百里茶廊”茶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
设以“十大茶坊”为代表的茶旅融合观
光示范点，倾力打造中国茶文化符号。

“看山看水看蓝天，品红品绿品毛
尖。信阳的美，你只有深入其中，才能
品尝万千滋味。”吕杰陶醉地说，“来过，
看过，品过，你就会迷上这里！”

信阳景点成网红3

清明节小长假，天气晴好，春光明
媚，信阳所有景区全线飘红，游客呈井
喷式增长。

来到商城县西河景区，漫山怒放的
野樱花，半山红遍的杜鹃岭，青翠层叠
的山茶园，还有那时刻伴你左右的画眉
湖、知音湖、华佗湖，绿宝石般温润可
人；漫步钟馨峡，相约彩虹桥，仰望采药
崖，瞻仰红军洞，体验丛林中“空中漫
步”的乐趣，领略雁鸣关瀑布“飞流直下
三千尺”的壮美，“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的心情油然而生。

据景区负责人周晓东介绍，清明三
天小长假，景区游客接待量猛增，创造
历史新高，接待游客近3万人。

“山奇水秀，红绿相映，产品注重游
客体验，服务优，口碑好，我们景区早成

‘网红’了。”周晓东兴奋地说。

3月 30日，固始西九华山第三届郁
金香风情文化节赶在清明前在花千谷
盛大开幕。近 400万株各色郁金香次
第开放，恰值最佳赏花季，万千游客游
走于花海中精心设计的赏花小径上，不
觉沉醉其中，也成了山中一景。

景区精心安排的花仙子走秀、异
域歌曲演唱、汉服表演、葫芦丝独奏、
国学口才演说、豫南民间传统手工艺
展等让人流连忘返。诸多直播平台的
网红也纷纷来到园中，在各个网络平台
上不时掀起关注热潮，向中外游客尽情
展示西九华山的历史人文及自然生态
之美。

三月春来，鸡公山景区万物复苏、
春意盎然。景区内樱花、杜鹃花、二月
兰、探春花竞相开放，前来赏春踏青、登
高怀古的游人日渐增多。

随着鸡公山风景区管委会“一园十
三景”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的不断推进，
鸡公山也变得越来越“潮”，越来越好
玩。鸡公山桃花寨景区去年推出了高
空5D玻璃天桥、林间旱滑道、高空丛林
漂流等全新项目，给人带来心志与体能
的激情碰撞，让人体验“尖叫＋欢乐”和
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在欣赏漫山遍
野的樱花和高峡平湖的壮美之余，带来
全新的体验和感受。

4月 8日，信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公布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信阳景
区全面火爆，鸡公山、南湾湖、灵山、黄
柏山等重点景区更是车水马龙，日均接
待游客达 2万人次。绿水青山焕发无
穷魅力，信阳三天共接待游客145.8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5亿元，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16.7%和26.8%。9

题图：美丽乡村
里罗城渐成信阳乡
村游热门之选

浉河区茶园

60万亩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茶的主产区，

茶园面积达 60万亩。该区以全

域旅游创建为契机，按照“茶区变

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

的路子，积极推动“茶旅融合”

绿水青山焕发无穷魅力，清明小

长 假 三 天 ，信 阳 共 接 待 游 客

145.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2.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16.7%和26.8%。

145.8万人

山奇水秀，红绿
相映，产品注重
游客体验，服务
优，口碑好，我
们景区早成‘网
红’了。

右图:光山县仙
居乡万亩油菜花成
海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