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市茶园面积达到 215.3万亩
茶叶年产量 7.5万吨，年产值 130亿元

茶产业带动 10万贫困人口脱贫

信阳毛尖品牌价值达到 68.86亿元
连续11年位居全国茶品牌价值前3位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尊敬的杜伯伯您好：非常感谢您对
我们全家的关心和帮助，我终于有了学习
的桌子，可以坐在桌子前写作业了……延
津县魏邱乡后大柳村五年级学生：王彦
萍 2016年 6月 1日。”

“亲爱的杜伯伯：我现在已经是一名
高中生了，在您的帮助下，我们家里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电脑和打印机让我能够
在网上搜寻许多新的知识，同时打印出
来学习……侄女：王彦萍 2021 年 3 月
13日。”

3月 20日，新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杜家武拿出时隔 5年的两封信，感
慨万分，他说：“字体更好看了，也更亲切
了，我们的付出，小彦萍都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了啊！”

其实，杜家武与王彦萍并无血缘关
系。2016 年，新乡市工信局驻延津县
魏邱乡后大柳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时，
看到趴在砖头堆上学习的小彦萍。了
解情况后得知，小彦萍父亲腿脚不便，
母亲患有小儿麻痹症，奶奶当时已经
79 岁。小彦萍非常努力，学习成绩常

年班级第一。
知道这个情况后，杜家武个人捐出

家具、家电，先解决小彦萍的学习环境问
题。驻村工作队工作、居住的院子与小
彦萍家相邻，不止杜家武，每个成员都对
小彦萍关爱有加。“小彦萍跟我儿子年龄
相仿，看她就像自家闺女一样。”驻村第
一书记吴书胜说，晚上结束工作后，他会
为小彦萍辅导功课。碰上假期，驻村工
作队队员靳存科还会带着小彦萍到市里
的平原博物馆、河南师范大学等地长见
识、开拓视野。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小彦萍家越过
越好。优质小麦、高油花生补贴让土地
增收，小彦萍家中的土坯房升级为平房，
厕所也完成改造……

“这样的生活以前都不敢想！”小彦
萍的奶奶武爱英说，“没有共产党俺家翻
不过来身，我要好好活，活到彦萍上大
学，活到100岁！”

“刚来时，村‘两委’连办公地点都没
有。现如今建起了村委会大院、文化广
场，光伏发电项目也是一项稳定收入，
2020年年底，3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脱贫了。”说起村情，吴书胜如数家珍。
近期吴书胜将结束驻村工作，由同事接
替，他说：“我们和小彦萍约定好了，要常
去市里叔伯们家中做客，我也会常回来
看她。”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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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为咱办实事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支援大军渡天险

□本报记者 成利军

3月 18日，济源坡头镇和下冶镇的黄河
岸边，面前是烟波浩渺的小浪底水库，下游不
远处是连接黄河南北两岸的济洛西高速公路
大桥、焦柳铁路大桥、208国道大桥和二广高
速公路大桥。多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而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月，当人民军队需
要渡过黄河与敌作战时，这里没有桥，没有船，
有的是对岸敌人的机枪炮火，有的是背后济源
老百姓舍生忘死的无私支援。

1947 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党中央决定派陈（赓）谢（富治）大军在河南济
源和山西平陆一带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
豫陕鄂根据地。当时，蒋介石在黄河南岸部
署了大量兵力，妄图凭借黄河天险，阻止我军
南下。

为了支援陈谢兵团强渡黄河，太岳四专
区支前指挥部交给济源县的任务是：在半个
多月的时间内筹备 62艘船只，组织 1000多
名船工，撑船护送大军强渡；建立前线兵站，
供应粮草，还要组织精干民兵参战。

“当时除了马湾、长泉等渡口仅有的尚需
修复的19艘破船外，还需另造43艘新船。”济
源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田力全介绍，为
了在半个月内完成任务，济源在全县选拔了
520名木匠和 132名铁匠，并动员 5535名民
工，将一大批木板运送到造船工地，同时多方
筹集了1000余万元购置铁料、绳索等物。经

过昼夜苦干，终于如期完成了 62艘船只的筹
备任务。

一听说陈谢大军要渡河，济源人民纷纷
报名参加支援保障队伍。济源挑选了 1340
名优秀船工组成摆渡队伍，还筹备了 200万
斤面粉、300万斤柴草，动员了5万多名民工，
赶修了长达75公里的 12条公路，集中了867
辆车和 3151头牲畜参加运输，还栽下 636根
电线杆，线路长达 31公里，为大军渡河的后
勤补给、物资运输和通讯畅通提供了充分保
障。

有了济源人民的鼎力支持和配合，陈谢
大军开始强渡黄河。

1947 年 8 月 23 日，陈赓司令员一声令
下，在济源关阳等多个渡口，几十艘战船同时
启航，竞相向南岸疾驶。65岁的船工崔炳义
等人摆渡的突击船，仅用 15分钟就突破黄河
天险和敌人的重重火力，将部队送到对岸。
首先登陆的部队，一举攻克敌前沿阵地。

经过 4天的日夜摆渡，我主力部队全部
渡过黄河。到 9月 19日，部队所用物资也全
部运完，圆满完成了支援大军渡河的任务。
此外，还有部分民兵冒着枪林弹雨，先期渡过
黄河，炸毁敌碉堡，为大军渡河扫除了障碍。

为了感谢济源人民的大力支持，陈谢大
军向济源护送渡河的民兵、船工赠送了锦旗、
枪支等，其中一面锦旗上写着“炮火连天强渡
兵 冲锋陷阵立大功”。

当年济源人民支援大军强渡黄河的无私
奉献和舍生忘死精神，如今已经深深融入 70
万济源人民的血脉中，成为激发他们不负昨
天、无愧今天、开创明天的磅礴力量。③6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曹飞

“长得真像羊肚，听说营养价值还高呢！”日前，在南阳
市卧龙区英庄镇举办的首届田园英庄文化旅游节上，大家
围在一特色农产品展销摊前议论纷纷。

“这是俺们村的致富‘黄金菌’——羊肚菌，营养价值堪
称菌类中的‘冬虫夏草’，做汤特别鲜。”英庄镇吕盘村羊肚
菌种植合作社成员吕中超自豪地向围观人员介绍起来。

3月，正是羊肚菌采摘上市的季节，最后一茬的羊肚菌
经过烘干，已被从东北来的收购商以每斤 600元的价格一
次性收购完。

小乡村如何种出了“黄金菌”？记者获悉，2020年，吕
盘村“两委”干部、种植大户带头成立合作社，20座种植大
棚拔地而起，羊肚菌的菌种正式在吕盘村落地。经过一年
的实践摸索，如今，羊肚菌产业在吕盘村实现亩产（一个棚）
800多斤，总销售额达60多万元，不但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还成了该村产业致富的“黄金菌”。

“黄金菌”高价的背后是合作社成员和乡土专家把它当
婴儿一样细心呵护。从菌种下种、布霜到营养袋放置再到
诱发出菌，每一步都十分关键，羊肚菌从破土而出到逐渐长
成形似羊肚的过程，对温度、湿度的要求极为严格。

自从羊肚菌卖出了高价钱，前来参观学习的群众一拨接
着一拨，连邻近乡镇、县市区也纷纷来“求学取经”。“我们种
1亩地花生也才1000多元，这羊肚菌3个月保守就能卖3万
多元，其他几个月我还可以种其他作物，合作社网上网下还
有合作收购商，销售渠道也不用我们愁，这好事谁不想试
试。”54岁的吕盘村种植大户史传申，参观后萌生了加入合
作社种羊肚菌的想法。

今年，吕盘村计划再建设20到30个羊肚菌种植大棚，待
项目成熟后再通过“农户＋合作社”模式，以合作社为主体，面
向全村群众进行推广，扩大规模，形成羊肚菌产业基地。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李子耀）3月 22日，由省委高
校工委、省教育厅主办，信阳师范学院承
办的“网上重走长征路”暨推动“四史”学
习教育河南分站启动仪式在信阳市罗山
县何家冲纪念园举行。

去年，教育部面向全国高校师生组
织开展“网上重走长征路”暨推动“四史”
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革命遗址、
分站接龙竞答等方式，引导全国高校师

生同走长征之路、共上思政大课。
“现在，活动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河

南，全省超45万名高校师生参与。”省委
高校工委专职委员何秀敏说，“何家冲是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红
二十五军从这里开启了北上长征的英雄
画卷。此次活动与传承大别山精神结
合，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使命勇担在肩，实现‘网上重走长
征路’的胜利会师。”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3月 22日，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
立法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
法治思想，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和省委全
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20年立法任务完成情
况，研究部署2021年立法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素萍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党对立法
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
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强化责任担当，注重把握
关键环节，确保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
决策相衔接，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注重加强协调，严格贯彻落实年度立法计划，持
续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积极探索区域协同立法，高质高效地
完成年度立法任务，扎实做好地方立法工作。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3 月 22 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庆祝建
党百年，我省将于今年 6 月举办“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河南省黄河
文化主题创作展”，现面向全省美术工
作者征集近 5 年来创作的相关题材优
秀作品。

此次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美
术馆主办。征集作品为以反映黄河流域
各省区英烈模范、红色故事以及黄河沿
岸特有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等为主题创作

的美术作品，特别是以与河南相关的题
材为主要内容的美术作品。作品类别包
含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
等。

即日起至 5月 20日，投稿作者可将
作品照片寄送至省美术馆，经专业评审
机构评审后，展览将展出200件作品，设
立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40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入选证书，并出版展
览 画 集 。 展 览 详 情 可 拨 打 电 话
0371-69166685进行咨询。③8

“黄河文化主题创作展”邀你参与

扎实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一斤卖到600元

羊肚菌撑开致富伞

两封感谢信 5年帮扶情

3月 20日，游客在洛阳市栾川县抱犊寨景
区参观。近日，随着各地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
开展，洛阳市栾川县的抱犊寨红色旅游区逐渐
升温，周边居民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纷
纷前来参观学习。作为洛阳市中共党史教育基
地，景区通过实景保护、场景还原、物品展示及
图文资料等，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
解放抱犊寨的历史事件。⑨6 黄政伟 摄

打卡革命纪念地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 尹江勇）春耕既要看时令，还要
看墒情。3月 22日，记者从中国电科 27所获悉，该所开展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发的农业气象服务产品可以一
网感知土壤墒情，让春耕更加省时省力。

“墒情直接关系到作物的生长与收获，因此对墒情的监
测尤为重要。”中国电科相关技术专家表示，墒情监测能协
助农业农村、气象、水利等部门预报预警突发灾害性天气，
发布土壤旱涝信息，高效指导农业生产，适时开展人工增
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化解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为更好监测土壤墒情，中国电科27所自主研发了管式土
壤墒情监测站、一体式土壤水分监测仪、便携式土壤水分监测
仪及宇宙射线法土壤墒情监测仪等农业气象服务产品，有效
监测全国范围内不同位置、不同深度、不同区域农田的墒情信
息。目前，该所已在全国布设2000多个土壤墒情监测站点，
覆盖10多个省份，多个站点连续稳定工作10年以上。

中国电科相关技术专家表示，这些来自土壤墒情监测
站的信息，有效地帮助当地有关部门提示农户科学做好春
耕春播准备工作，抓住有利天气时机抢墒播种。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信阳毛尖开采了！”3月 22日，在 2021年信阳毛尖春茶开
采新闻发布会上，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宣布，根据“信阳毛
尖茶采摘指数”，目前信阳毛尖达到“少量可采摘标准”。

胡亚才说，预计今年信阳毛尖春茶产量将达4万吨左右，
产值超过100亿元，产量、产值和品质较上年将有明显提高。

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信阳毛尖经过多年发展，逐
渐形成了产业规模和品牌集成效应。截至2020年年底，全
市茶园面积达到 215.3万亩，茶叶年产量 7.5万吨，年产值
130亿元；信阳毛尖品牌价值达到68.86亿元，连续11年居
全国茶品牌价值前 3位。茶产业带动了全市 10万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绿了信阳山，扬了信阳名，富了信阳人。

今年1月18日、3月8日，两班次信阳绿茶专列沿着“一带
一路”走向国际市场。下个月，第三列信阳绿茶专列将发往乌
兹别克斯坦，预计今年信阳绿茶出口量将达2万吨以上。③6

墒情一网感知
春耕省时省力

信阳毛尖开采啰

1947 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党中央决定派陈（赓）谢（富

治）大军在河南济源和山西平陆一带强渡黄河，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为

支援大军渡河，济源挑选了 1340 名优秀船工组成摆渡队伍，并筹备了

200 万斤面粉、300 万斤柴草，动员了 5 万多名民工，赶修了长达 75 公里

的 12 条公路，集中了 867 辆铁木轮大车和 3151 头牲畜参加运输，还栽

下 636 根电线杆，线路长达 31 公里，为大军渡河的后勤补给、物资运输

和通讯畅通提供了充分保障。

在支援大军渡河作战中，济源人民不

怕流血牺牲，奋勇支前，英雄人物层出

不穷。济源船工有 19 人被评为

特等模范，82 人被评为渡河

模范，受到部队和地方的

表彰。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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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济源黄河岸边的民兵护送大军雕塑⑨6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摄

名片 陈谢大军强渡黄河

我省开启“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

线上线下齐发力 学深悟透践初心

截至2020年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