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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三代林业人接续奋斗

黄柏山由荒山变身绿水青山

唐河县﹃三支队伍﹄讲党史 学习教育氛围浓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镇平县“云宣讲”
党史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兴汉 张春旭）4
月 8 日，在唐河县毕店镇革命烈士张星江纪念馆，唐
河县委党史办副主任王留云在为党员干部和群众
讲述中共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烈士的革命事
迹。这是王留云围绕本地红色资源和革命故事进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谭亚廷 周娟帆）
行的第 17 次宣讲。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4 月 9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唐河县整合各类阵地
日，在镇平县石佛寺镇石佛寺村，镇村干部和周边的
资源，组建党史专题宣讲团、群众宣讲团、志愿服务
村民吃罢饭就来到文化广场，占个好位置，生怕坐得
宣讲队三支队伍，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各类活动， 远了听不清党校老师的精彩党课。
推动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
县委党校高级讲师耿前在讲课时，注意到台下
里走。
听众听得很认真、专心，县融媒中心现场直播。
“富有
党史专家齐上阵，红色故事震人心。唐河县挑
特色的学习形式、沉浸式体验式教学、潜移默化的党
选党史专家、党校老师12人组建党史专题宣讲团，
系
性教育，让现场听众感觉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尽。”
统宣讲党的百年奋斗史、唐河革命史，引导党员干部
石佛寺镇党委副书记李飞说。
感悟思想伟力，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截至
超过 10000 人次借助手机通过网络直播，跟着
目前，
党史专题宣讲团已开展宣讲活动20余场。
宣讲老师的脚步，重温了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
群众宣讲接地气，以小见大动人心。唐河县从
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的故事，200 余名现场听众
退休教师、老党员、老战士、志智双扶典型代表、新
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的年代，近 1 个小时的宣讲在
型农业经营能手、返乡创业乡土人才中，择优选拔
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和点赞。这是镇平县
优秀人才组建群众宣讲团，发挥他们来自基层、贴
近群众的优势，深入田间地头、社区楼院、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开展小众化、分众化的百姓宣讲，用
生动鲜活的故事打动人、感染人，收到以事说理、以
小见大、讲到群众心坎上的宣讲效果。截至目前，
共开展群众宣讲 10 余场次。
志愿服务办实事，惠民便民暖人心。唐河县依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黄守胜）
“渡河那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几天，侦察兵每天都要趁黑夜偷偷渡到黄河南岸侦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动员全县党员干
察敌情，及时将情报上报给解放军指挥部。”4 月 8
部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
日，范县纪检监察干部在参观该县杨集乡李桥渡口
童、困难群众等群体，开展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时，有 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刘明光给大家讲述刘邓
农民工、残疾人等志愿服务活动，急群众之急、解群
大军冒着枪林弹雨强渡黄河的故事。
众之困，以实际行动彰显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同
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时，
从全县589支志愿服务队中选拔一批年轻有活力
崇德、学史力行，范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了“学党史
的志愿者，由党史专家进行培训，然后深入社区、行
忆初心担使命开新局”主题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先后
政村讲党史故事，扩大宣讲覆盖面，营造群众参与党
到冀鲁豫边区纪念馆、李桥渡口和颜村铺革命旧址
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
参观学习。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人员看着橱窗

范县纪委监委

万人次点赞

党史巡回宣讲的第一场网络直播活动。
“借助网络，打破时空限制，让更多人了解党的
光辉历史和镇平县的红色故事，我倍感光荣。”耿前
骄傲地说，作为彭雪枫将军的故乡，镇平县是一片红
色的土地，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红色印记。
如何讲好红色革命故事，让党史在全县党员
群众中入脑入心、走深走实，镇平县在覆盖面和传
播方式上做足了文章。为扩大党史学习教育覆盖
面，该县组建县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整合党校
教师、老党员、乡村讲师团等力量，分赴各乡镇（街
道）、县直单位、企业、学校，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
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同时，整合全
县媒体资源，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自媒体“捆绑”
推送，开辟专栏，扩大宣讲覆盖面，让百年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人心。

重访红色足迹 凝聚奋进力量
内陈列的一件件实物、展馆内悬挂的一张张图片、图
板上讲述的一段段故事，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冀鲁豫
边区人民浴血奋战的场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参观结束后，全体党
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强
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同志。
范县纪委监委还通过讲述红色故事、搜寻革命
文物、重访红色足迹等方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红
色基因融入血液、浸入骨髓、植入灵魂。

防病虫
夺丰收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长）
“金鱼昨天
才进特色馆，一个晚上就售出了 2000 多单，照这样下
去，再发展 200 亩水塘也不成问题。”4 月 9 日，平顶山
市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金鱼养殖合作社的王军伟一边
忙着打包发货，一边喜滋滋地说。
王军伟所说的特色馆是 4 月 8 日才正式揭牌营业
的平顶山特色馆，是平顶山市为优化整合全市特色资
源、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乡村振兴而开设的以线
上销售为主的实体店。
这家占地 1480 余平方米的实体店内，各种特色产

品以产地为单位，分布在不同展厅。每个展厅都设有
直播间，由网红直播带货。客户下单后，特色馆直接向
原产地派单，从原产地发货。
平顶山特色馆揭牌当日，入驻全市 178 家农业合
作社的 1700 余种特色产品，其中 200 余种是来自偏远
地区的“山货”。
据特色馆负责人张棕博介绍，特色馆特色产品品
种齐全、货源集中，客户有充分的挑选空间，截至目前，
特色馆通过线上渠道已销售货物 2 万余单，销售额达
100 余万元。

叶县农民高磊

返乡办起服装厂 带领乡亲奔富路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俊鹏 吕浩）4 月 6
日，在叶县叶邑镇连湾村冠博服饰有限公司车间内，一
台台缝纫机运转着，百十名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缝合、
剪线、换料，负责人高磊在认真检查衣服的做工质量。
高磊是叶邑镇南村人，2002 年，他初中毕业后便
到广东的制衣厂打工。他勤奋好学，从学徒做起，经过
几年的努力，掌握了缝纫技术和经营管理之道。2007
年，小有积蓄的他和几个同乡在深圳合租了一间厂房，
做起了代加工生意，渐渐地，员工发展到 20 多人，年利
润近百万元。

2012年，
高磊在老家盘下来一间厂房，
将深圳的制
衣设备带回来，
经过半年筹备，
制衣厂创办起来，
通过以
老带新、师傅带徒弟，
很快，
工厂熟练工就达到80多名，
从最初的少量生产到现在的订单销售，
制衣厂实现了产
销良性循环。如今，
工厂订单已经排到了5月底，
每月生
产各类男女时装达5万多件，
年销售额超过300万元。
今年，高磊又在叶邑镇周边几个乡镇办了分厂，带
动 150 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工资 2500
多元。
“我计划发展集‘研产销’于一体的经营模式，打
响自身品牌，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奔富路。”高磊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田春雨 刘天鹏）4
月 9 日，西平县出山镇牛昌村古朴的青瓦土坯房
映入眼帘，青翠欲滴的海棠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格
外耀眼。
“ 俺村现在可美了，用城里人的话说叫
‘古色古香’。”正在扫地的村民常国政满脸笑容，
“俺村是镇里精心打造的乡村旅游示范村，旅游
经济‘火’得很。”
“我村改善基础设施，加大人居环境整治
力度，以建设‘四美乡村’为抓手，实施厕所革
命，整治村容村貌，提高群众文明意识，营造
文明、美丽、和谐的生态环境，提升了乡村旅
游的吸引力。”牛昌村党支部书记王强说，村
里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将工业、农业、旅
游结合在一起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
发展的新路子。
据悉，牛昌村“秀美棠溪”田园综合体项目已
获审批，该项目将村内白酒酿造、鲈鱼孵化、中草
药、林果、旅游等产业融合在一起，延伸了产业链
条。建成后，将实现鱼稻共生生态系统，将成为
长江以北最大的加州鲈鱼孵化基地。村内的棠
河酒业有限公司坚持传统酿酒工艺，打造了白酒
生产工序参观、酒文化深度体验等旅游线路，已
被认定为 3A 级景区，为打造工业旅游注入了新
的亮点，成为乡村振兴的新业态。
“民俗生态村建
成后，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游玩，过年那段时间，每
天来 5000 多人嘞。”王强说。
“我镇的民俗生态旅游村已经实现了‘四季
游’：春观花，夏纳凉，秋采摘，冬赏雪。目前，正
朝着精细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力争让每位游客
来到出山镇就能‘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
愁’。”出山镇党委书记权景兰说。

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

西平县出山镇民俗生态村可﹃四季游﹄

平顶山特色馆生意火爆

树”
还是
“保人”
的艰难抉择。为了留下
林子，
黄柏山林场在全省率先推行国有
林场人事改革，
“宁可人下岗，
不让树下
春日的商城县黄柏山林场，松堆 岗”，276 名在职职工一次性分流 149
青烟，杉叠翠云，密林竹海映衬下的潭 人。
水也是碧绿的。这里是河南省森林覆
林场活立木总蓄积量超过 90 万
盖率最高、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超过 97%，年涵养
林相最好、活立木蓄积量最多的国有 水源 1.6 亿立方米······黄柏山成了
林场。
一座绿色宝库。2006 年，黄柏山申报
这满山的参天大树是三代林场人 国家森林公园成功；2015 年，林场荣
60 多年来一棵一棵栽出来的。
获全国首批“森林氧吧”称号；2016
60 多年前的黄柏山，森林覆盖率 年，黄柏山林场和河北塞罕坝林场一
只有 6%。1956 年，响应毛泽东“绿化 起被定为“全国森林经营样板基地”。
祖国，植树造林”的号召，国营黄柏山 与此同时，与生态旅游、森林研学联
林场成立了。
姻，让黄柏山林场真正驶上了变“绿水
“那时候，黄柏山林场不通水、不 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发展快车道。
通路、不通电。为了种树，我和工友们
“不仅要守好这片‘江山’，还要更
住在山上，
渴了喝溪水，
饿了啃干粮，
晚 好地营林、兴林，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上躺在透风漏雨的临时工棚里，
很长时 贡献力量。”
“林三代”、黄柏山林场工
间不下一次山。”黄柏山第一代林工、 会主席周阳说，现在路修通了，生活条
75 岁的陈尚元老人回忆道。到 20 世 件改善了，林场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纪70年代后期，
荒山终于变成了林海。
“65 年来，三代林业人扎根大山
与父亲陈尚元主要任务是造林不 深处，坚守绿色梦想，用青春和生命染
同，1985 年通过招工进入黄柏山林场 绿荒山，铸就了‘敢干、苦干、实干、巧
的“林二代”陈其明，主要职责是护 干’的黄柏山精神。”黄柏山管理处主
林。
“巡防一遍得几个小时。只要不下 任纪道宝在林场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会
雨，每天都要巡防。”陈其明说。
上表示，要将黄柏山精神这笔宝贵财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家对国有林 富的传承弘扬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
场实行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
自收自 来，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在绿色
支”
的管理体制改革，
许多林场面临
“保 发展的道路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
鲁山县熊背村

一门三教授 重教润乡风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4 月 3 日，鲁山县熊背乡熊背村
土掉沟组村民林修德从重庆归来为老
伴扫墓。
今年 88 岁的林修德当年在鲁山
一高毕业后，因历史原因没能上大学，
在青海当过煤矿工人，在家乡当过民
办教师，和老伴一起节衣缩食、含辛茹
苦供 3 个孩子读书。
林修德的 3 个儿子林国基、林国
华、林国荣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
学读研究生。在家教家风的熏陶下，
三兄弟在北大课余时间卖报纸、擦汽
车、当翻译、搞家教，勤工俭学。

走过艰苦的岁月，如今，林修德的
3 个儿子都学有所成。老大林国基是
西南大学教授，老二林国华是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老三林国荣是西南政法
大学教授，
“ 一门三教授”在家乡传为
美谈。
熊背村土掉沟组和附近的黑隐寺
相传是“平民圣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
子隐居山林讲经授道的地方。林修德
经常以墨子为精神标杆，叮嘱孩子不
要忘本。林家的优良家风影响着当地
的文明乡风，尊师重教风气渐浓，越来
越多的学子从这里走出去，走向祖国
的四面八方。

太康县集中供养失能老人

4 月 9 日，平舆县李屯镇魏楼村农民在给麦田喷洒农药。当前
正是小麦抽穗的关键时期，也是小麦条锈病、蚜虫防治的关键时期。
为夺取小麦丰收，
该县组织群众对麦田病虫害进行防治。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亚超 摄

网红直播带货 1700 余种产品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杨绪伟 罗玉兰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
军伟 青俊）4 月 6 日，太康县第二人民
医院托养中心，30 多位老人在护理员
的照顾下正在锻炼身体，幸福的笑容
挂在每个人脸上。
69 岁的郭胜无儿无女。今年 3 月
份，县民政局组织人员对特困人员生
活自理能力重新评估后，他被安排到
县第二人民医院托养中心生活。医院
免费为他做了膀胱造瘘手术，并给他
配了护理员，每天帮他换药、照顾生活
起居。
“现在俺的床铺、衣服干干净净，
心里可舒坦了。”郭胜说。
太康县有失能老人 123 人、半失
能老人 306 人。
82 岁的姬有年患风湿性关节炎
已有 10 多年，剧烈的疼痛让他走路十
分艰难。
“ 以前在家居住时，护理照顾
不到位，整天不敢出门。现在好了，一
到时间就有护理员过来帮我烤电、换
药，还能到外边晒太阳、锻炼身体。”姬

有年说。
太康县民政局 2018 年以来开展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新模式。
“‘医养结
合’是一种有病看病，无病疗养，医疗
和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该养
老模式满足了失能半失能老人医疗护
理等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受到老人们
的欢迎。”太康县民政局局长刘永新介
绍说。
太康县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实行动
态监管，县民政局每年都组织医护人
员对这些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
估。经评估确定为失能人员的，集中
到县第二人民医院、高贤医疗护理型
养老院等 7 个医疗和护理条件较好的
医院供养，把半失能人员集中到 22 个
乡镇卫生院托养中心供养。
“为确保老
人的生活质量，县民政局还在每个乡
镇成立了助老志愿服务队，为老人开
展‘助餐助行助洁’等‘五助’服务。”刘
永新说。

郏县姚庄旅游区

首届樱花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
书贤 张鸿雨）4 月 10 日，郏县姚庄回
族乡以“鹰城北花苑，茶食玉福地”为
旅游文化主题的首届樱花节开幕。
姚庄回族乡以茶、食文化而闻名，
其熟牛肉、烧鸡、烧兔号称“饮食三
绝”，以优质地下矿泉水泡岀的茶水清
香甘甜、满而不溢。近年来，姚庄回族
乡以打造全域乡村旅游目的地为目
标，广植花草树木，对各村人居环境按
照现代乡村旅游理念进行整治提升，
对穿境而过的运粮河进行疏浚、美化、
亮化，打造沿河、沿路景观带。去年，

姚庄回族乡全域晋升为 4A 级旅游区
（景区）。
在樱花节期间，游客可以观赏樱
花、海棠花，还可以观赏茶艺表演、大
铜器演出、少林武僧团武术表演、心意
六合拳演出、真人魔术等娱乐节目和
精美的金镶玉工艺品，品地方特色美
食。
据统计，开幕式当天，姚庄旅游区
共接待游客 30000 多人次。据悉，樱
花节和丰富多彩的节目将从 4 月 10
日持续到 4 月 12 日，满足游客“吃、住、
行、游、购、娱”一体化休闲娱乐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