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家园更美好

在贫困群众中实施暖心行动、孝心基金、爱心超市

宜阳“三心工程”暖民心

地方观察/洛阳│18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统筹 张华君 田宜龙 组版编辑 李岚 美编 刘竞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红旗渠，人工天河，‘世界八大
奇迹’，续写当代愚公志；焦裕禄，情
系人民，永眠焦桐大地，镌刻丰碑永
垂范！……航空港域，空中丝路；陆
路枢纽，欧亚横贯；网上丝路，世界
互联！……”

近日，一首辞赋体作品《中原
赋》刷爆朋友圈，阅读百万+，在读
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当记者联系采访这篇辞赋作者
陈胜展时，他正在汝阳县刘店镇红
里村查看扶贫产业。作为分管脱贫
攻坚及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陈
胜展非常忙，脱贫攻坚、三夏、防汛
等都是其工作重中之重。

“夜深人静之时，带着一身尘土、
两脚泥，疲惫地回到家里，想着白天
入村扶贫时着贫困户艰辛的生活和
他们那充满渴盼的目光，我久久难以
入眠，便拿起了笔……”谈起自己的
创作初衷，陈胜展眼角有点湿润。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
头之一，河洛人对此充满了自豪。
在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
会上讲话发表之后，陈胜展的创作
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在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读书与创
作中丰富充实自己的人生，在乡村
泥土芳香中寻找感觉。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自美其美的底
气、美人之美的胸怀、与人共美的合
作，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赋是古今人们都非常推崇的

传统文体，高度凝练，传诵性极强。”
陈胜展说，“我在汲取借签古人精华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用现代词句，保
持精而简叙，韵律明畅，没想到大家
这么喜欢。”

他创作的《伊水赋》，经人民网、
凤凰网、大河网等传播，一炮打响，
收获圈内颇多赞誉。“我创作《伊水
赋》《汝阳赋》《中原赋》等，更多是坚
持文化自信，通过这种形式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
放歌，助力洛阳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建设。”陈胜展说。

“让人民看得到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
生态文明思想，“这种‘乡愁’应该是
超越了生态观念的‘文化元素’，是
人们时时萦记的历史厚载，情俗之
结和挥之不去的故土乡情！”他认真
地说。

陈胜展表示，正是因为每天工作
中面对的是自己的父老乡亲，正是对
脚下这片古老土地充满着“爱得深
沉”的情愫，使他想要将家乡的人文
和历史传承实录下来，和大家一起为
新时代放歌。于是，《伊水赋》《汝阳
赋》等一篇篇饱含深情和新时代思想
的作品，从他笔下源源流出。

著名作家阎连科评价道：陈胜
展作品文史通彻，宽词悠句，既写出
伊河汝河的千古源意，又写出水域
两岸的史脉、文脉，生存的流失与再
生，且赋文中不断有佳句跳出。看
一篇赋文，又似读一首长诗，读一首
长诗，又似读一卷中原史经和诗经。

“《中原赋》是在《汝阳赋》和《伊
水赋》的基础上，由河洛大地到泱泱
中原的升级版。”陈胜展说，中原河
南，历史悠久，传承深厚，世世代代，
都留下了鲜明时代特色的印痕和续
新。

人口亿万的河南，在发展中也
有很多的不足和短板，“一方面需要
我们全省人民一切向内用功，自强
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大对外
推介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老家
河南’，不断提升河南与全国人民的
亲近感，融合感，同全国人民一道同
行，奋进新时代，共享阳光雨露。这

也是我创作《中原赋》的动力所在。”
陈胜展说。

不久前，原香港商报总编辑、深
圳特区报总编辑陈锡添诵读陈胜展
作品后，由衷赞叹：“河南我熟悉，好
山好水好人，《中原赋》好文。”7

□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韩善起 张静

今年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
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调动社会各界
参与脱贫攻坚积极性，实现政府、市场、社会
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

作为全省电网规模第二位的国网洛阳
供电公司，近年来始终将电网脱贫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在助推
脱贫攻坚上亮实招、推实效，更好地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

定点帮扶 点亮脱贫项目

6月 12日，在宜阳县香鹿山镇东韩村
扶贫车间里，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这家车间以集装袋缝制加工为主，目
前，车间里的 15台缝纫机全部投入生产，
为村里提供就业岗位20个。

东韩村第一书记余立平介绍，该村是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对口帮扶村。自 2013
年开始定点帮扶以来，公司多方筹资帮助
东韩村建起20个蔬菜大棚，免费承包给村
民。根据村里贫困户的实际情况，供电公
司还为每家制定了具体的脱贫措施，如大
棚种植、外出务工、养殖等多种方式，真正
做到精准扶贫。不完全统计，确立对口帮
扶关系以来，该公司已经为村里建成光伏
发电项目 170千瓦，蔬菜大棚 20个，有力
带动贫困户增收。目前，该村已先后有59
户贫困户脱贫。

据了解，国网洛阳供电公司及各县公
司都有定点帮扶贫困村，其中市公司与 9
个县供电公司分别向 13个贫困村派出驻
村第一书记，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并引
进种植、养殖等十几个项目。目前，13个
贫困村中已有 4个实现脱贫，孟津、宜阳、
洛宁、嵩县等供电公司帮扶的 7个贫困村
今年也将实现脱贫。

为全面脱贫提供电力保障

助推脱贫，电力先行。近年来。国网
洛阳供电公司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
感，深入贯彻落实洛阳市委市政府和省电
力公司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精准规划，强化专业管理，大力推进标准
化建设，提前完成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坚
战”任务，使洛阳市669个贫困村通动力电
率、户户通电率均达到 100%。其中，宜
阳、洛宁、栾川提前一年实现电网脱贫，伊
川提前半年实现电网脱贫，为洛阳市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当前，新一轮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
决胜的总攻期。国网洛阳供电公司总经理
赵仲民表示，“电力，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基础
保障。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当好电力‘先行
官’，计划投资2.3亿元对全市225个深度贫
困村的配套电网进行改造，确保这项德政工
程、民心工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7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邓金慧 黄伟伟

6月 7日上午，烈日炎炎。在偃师市府
店镇来定村村支部大院，当贫困户李小宏从
偃师市委书记宋义林手中接过“四星级文明
贫困户”的公示牌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从今天开始就把家里和养殖场的卫
生搞好，下季度评选时争取拿个‘环境卫生
星’，成为全村第一个五星级文明贫困户。”
李小宏表态。

今年56岁的李小宏，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贫先立志，靠双手脱贫致富才
踏实。”2016年年初，李小宏申请4万元免抵
押免担保政府贴息贷款，购买1200只鸭苗，
并与一家公司签订鸭蛋定期上门收购协议，
当年年底，他家就顺利脱了贫。去年以来，
李小宏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建起鸳鸯种鸭养
殖基地，走上了致富路。

像李小宏一样，当日，来定村有140户
贫困户被镇政府评为星级文明贫困户，其中
四星级文明贫困户14户。

“评选五星级文明贫困户，是偃师市开展
的‘扶贫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系列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偃师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此项活动全市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可参与，由各镇（街道）组
织，以村为单位进行实施，每季度评选一次，
年底统一进行表彰。按照5类评选标准对应
五颗星，分别为爱党爱国星、勤劳致富星、文
明新风星、孝老和睦星、环境卫生星，贫困户
符合评选标准一项，得一颗星。贫困户上

“星”后，家门口就挂上星级公示牌。
贫困户李次伟一家六口人，夫妇俩身体

不好，在享受低保和企业帮扶贷分红的同
时，还通过到户增收项目在家养羊，让儿子
儿媳放心外出务工，他们家顺利摘掉贫困户
帽子。“过去家门口挂脱贫联系人公示牌，现
在挂星级牌，星越多越光荣，俺致富的动力
更足了！”李次伟说。

“脱贫攻坚越深入，越要在扶志、扶智上
下功夫。”宋义林表示，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坚持大扶贫格局，偃师市结合地方实际，
开展“五星级文明贫困户”评选活动，旨在激
发贫困群众勤劳致富、奋发向上的信心，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积蓄更大的力量。7

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当好脱贫电力“先行官”

星转斗移，浩瀚无边，灿若北辰，

与史俱澜！

中华民族之启，华夏文明之源，史

称中州，亦称豫州，天下之央，浩浩中

原！

乾恩物华，坤生泽田，平川峻岭，

五五开合，四季序明，形胜自然。

大别、桐柏，南屏苍翠望鄂楚，太

行、王屋，绵延北亘晋冀连；平原东延

接皖鲁，秦岭西奔出陕甘。伏牛、熊

耳，西南拱峙；太室、少室，中岳之巅。

海 河 、淮 河 ，南 橘 北 枳 ， 黄 河 东

流，长江去远。南水北调，泾自贯穿！

处黄河中下之游，属华中区域之

范，黄河北顾，始称河南！

承万年悲欢，猎猎似风；历千秋兴

衰 ，匆 匆 如

烟！

百 家 姓

氏，兹土十有

七八；史海名

篇，此方五分

有 三 。 客 家

人寻根故土，

共华夏同祖轩辕！

远溯上古，及至唐宋，洛阳、开封、

安阳、郑州，皆为古都，二十多朝代兴

废更替，二百多帝王逐鹿中原！中华

有史五千载，中原定鼎三千年！

三皇五帝，启先祖，渔猎制器，植

耕农桑；禅位大禹，率先民，“连开三门

"，治水垦田。

夸父追日，黄帝铸鼎，女娲造人，

盘古开天！“黄河巨龙”，远古称霸，

“玉龙图腾”，祥云潜渊！龙马负河图

而出，神龟载洛书而见！伏義画卦，

“文王演易”，仓颉造字神鬼泣，筚路蓝

缕始承繁！甲骨文，殷墟之现列实证；

大小篆，书皆同文以此范。

李斯创郡县之制，策上贯下，层层

治立，纲目俱全。庄子、墨子、韩非子，

宽严相济；商鞅、元宏、王安石激流求

变！

夏、商、周，史传有迹，儒、释、道，

启迪本原！紫气东来，骑青牛函谷驻

足，老子成就《道德经》；瑞云西合，自

曲阜洛邑问礼，孔子《春秋》、《论语》

传！

程颢、程颐，道在河洛，理出伊涧！

嵩阳书院，四书五经犹入耳；中岳

庙宇，阴阳太极天鉴悬！白马寺，佛教

祖庭；相国寺，佛手慧眼。卢舍那，滔

滔伊水守望；少林寺，北腿南拳尽展！

张骞、班超，数出西域，不辱使命，

丝绸之路，东都起点；蔡伦、毕昇，恒诚

智 合 ，穷 其 心 志 ，四 大 发 明 ，人 类 巨

献！科圣张衡，“地动仪"出，灵台遥

测，举世震憾！

司马迁倾毕生终成《史记》；司马

光十九载《资治通鉴》。唐僧玄奘，闻

马寺钟声，西行天竺修持正果；淳于鉴

真，觐长安洛都，东渡扶桑播撒正念！

杜康解忧，曹公雄才霸天下；以汤

论治，伊尹解民于倒悬！诸葛亮，隆中

之对，三国鼎立；张仲景，遍尝百草，细

论伤寒！刘禹锡居陋室，惟德为馨；蔺

相如持节义，礼让和谦。

三都既赋，左思引洛阳纸贵，茅屋

方破，杜甫梦广厦万间！ 贾岛凝神，

“驴背敲诗”；韩愈用心，推敲成典。

文圣、武圣、神圣；古贤，先贤、今

贤！地灵人杰，层迭不断，梓刻简载，

悉数不完！

中原文化，百溪成海；中原艺术，

夺目璀璨！

书 法 绘

画，吴道子笔

笔绝妙；诗辞

歌赋，白居易

唱 和 留 园 。

朱载堉音律，

精契妙合，管

弦齐鸣；官钧

汝瓷器，堪称绝代，惊世精湛！

曲子、梆子，悲欢尽歌，万象呈览，

唱遍人间冷暖事，唱得星稀月儿圆！

中 原 辉 煌 ，亦 曾 灰 暗 ！ 江 河 肆

虐，民不聊生；逐鹿之争，生灵涂炭！

岳飞“精忠报国”，民众“淮海之战”。

辛亥革命，抗日解放，中原儿女，浴血

铮铮，挥戈亮剑！启明北斗，薪火永

焰！

新新河南，当代中原！辐员辽阔，

人民亿万；厚载承启，郑州首善。

气纳寰宇，改地换天！

红旗渠，人工天河，“世界八大奇

迹"，续写当代愚公志；焦裕禄，情系人

民，永眠焦桐大地，镌刻丰碑永垂范！

继往开来，思深谋远，策立强省，

同识共担！

航空港域，空中丝路；陆路枢纽，

亚欧横贯；网上丝路，世界互联！

碧水万顷，策略北调，京畿之泽九

州润；沃野千里，米粟盈饶，中原丰足

天下安！

云台山，绝壁丹霞：白云山，蔚为

云漫。鸡公山啼晓，丹江水碧旭日升；

太行山夕阳，黄河一抹鹄鸟还。

中原人之义，义和关羽；中原人之

孝，孝犹木兰。中原人之容，如东都牡

丹，雍容大气；中原人之品，若汴梁菊

花，凌霜傲寒！中原人之德，醇润信阳

茶露；中原人之量，能担伏牛群山！

河南人说中就中，简单明快；河南

人中庸处事，不倚不偏！

一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 新

时代，新目标，新机遇，新挑战！伟大

复兴共期冀，出彩崛起大中原！

陈胜展 为新时代放歌

陈胜展，笔名晨园，嵩县人；河
南省作协会员，现任汝阳县政府副
县长。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在
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杂文、
诗辞赋等 100多篇，代表作有以讴
歌新时代为主题的《伊水赋》《汝阳
赋》《中原赋》等。

人物小传

脱贫攻坚的成效如何，要看贫困群众是否得到了实惠，

更要看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2017年以来，宜阳县

紧贴贫困群众需求，创新实施“暖心行动”“孝心基金”“爱心

超市”等“三心工程”，让贫困群众在脱贫路上感受到浓浓的

人情味，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脱贫攻坚的工作精准度、社会

认同度、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2017年，该县共投入资金1922万余元，为贫困群众修建

围墙、甬道、安装大门等；共为4641名老人发放孝心基金，覆

盖率达71.5%；全县共建成85个爱心超市，并全部投入运营。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宋会杰 张珂

“最近家里大变样，心里别提
多得劲儿！”新院墙、新大门、新厨
房卫生间，再配上铝合金大玻璃
窗，宜阳县白杨镇一区村贫困户何
现杰的小院“脱胎换骨”了。老何
家的房子住了几十年，一家子在产
业扶贫、社会救助等方面享受多项
政策，生活有了起色。经过危房改
造，又建起了新平房。但资金有
限，房子缺院墙没大门，厨房和厕
所也没建，老何这心里总不得劲
儿。在农村，老何家的情况并非个
例：有的住房不错，却少了厨房厕
所；有的新房建起来了，但缺门少
窗没院墙。

2017 年 ，宜 阳 启 动“ 暖 心 行
动”，在扶贫政策范畴之外，鼓励基
层党委政府、帮扶单位、帮扶责任
人等，力所能及地帮助贫困户解决
一些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
题。按照“五不五有五净一规范”
的标准，努力改善群众基本生活条
件：住房不能是危房，要有大门和
围墙；不能没门窗，要有玻璃和纱
窗；不能没家具，要有床柜和桌椅；
不能没家电，要有电视和电扇；不
能脏和乱，环境有改变，着力实现
贫困户家庭院内净、卧室净、厨房
净、厕所净、个人卫生净和院内物
品摆放规范，全面提升贫困户满意
度、认同度。

该县共投入 1922 万余元，为
6749 户贫困群众修建围墙 7.6 万
余平方米、入户道路 1.8 万多平方
米，安装大门近 0.9万平方米、玻璃
窗纱 0.3万余平方米，改造厨房、厕
所近 0.7 万平方米等。通过“暖心
行动”做好“一件小事”，真正把温
暖实打实送到百姓心坎上。

通过危房改造和暖心工程的叠
加效应，何现杰收获了一个“新家”，
一家子住得宽敞舒适，卯足了劲儿
要好好干，准备再添台大冰箱。

“想要啥去爱心超市自己选，可方
便”，前两天，宜阳县赵保镇二道沟村
贫困户陈电灿到村里的爱心超市“选
购”了一件灰色汗衫、一袋洗衣粉，在
自己的“爱心购物卡”和“物品购处登
记簿”上周周正正签上名字，满脸的皱
纹也乐开了花。

“爱心超市”和普通超市不同，是
专门为贫困户设立的，商品大多都由
帮扶单位、爱心企业捐资购置或者直
接捐赠，都是生活必需品，有米、面、
油、衣服、被褥等，价格很便宜。

按规定，贫困户每户每年可以得

到一张消费额为 500 元的爱心购物
卡，每月可凭卡在“爱心超市”消费 50
元。“钱看似不多，但满足油盐酱醋等
日常开销不成问题”，贫困户陈电灿
说。

如今，该县已累计投资 100 余万
元，利用贫困村内闲置房屋改建“爱心
超市”85个。“爱心超市”的商品除民政
部门直接发放的物资外，更多是接受
帮扶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捐赠，既让
贫困群众得到实惠，也拓宽了社会各
界奉献爱心的渠道，已成为该县社会
扶贫的一种有益探索。

宜阳县花果山乡穆册村73岁的贫
困户李大女有三个女儿，虽嫁的不远，也
都要忙着种地打工，很难时刻照顾老
人。老伴儿去世后，李大女的日子有点
难熬。从去年3月开始，老人每个月都能
从村扶贫理事会领到330元孝心基金。
李大女领了钱，除了自己平常吃穿用度，
还能给外孙们买点东西，老人开心多了。

宜阳县将“孝心基金”作为解决贫
困老人养老问题的突破口，探索“子女自
愿缴纳赡养费+财政补贴+帮扶单位资
助+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助”的新模
式，按照“自愿交纳、多方补贴、村级管
理、政府监管”的原则，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70岁及以上老人，每个子女每月为
家中老人缴纳“孝心款”100元，“孝心基
金”给予10%的补贴，多缴多补，每一位
老人每月最高补贴50元，补贴基金由县
财政和捐助资金分别承担50%。

该县通过基金配套补贴，实现“孝
心基金”增值，为老年贫困群众定制“专
属套餐”，引导子女自觉自愿爱老孝老、
社会各界尊老敬老，切实解决70岁以上
贫困老人养老问题，让老人“有收入、有

保障、有尊严”“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为确保“孝心基金”公开公正运行，

并最大限度发挥其综合效益，该县确定
“公示+排行”机制，建立“孝心基金公示
榜”“孝心基金排行榜”，将“孝心基金”当
月筹款、发放和结余情况及时进行公示；
对子女出资、照顾情况进行排名公示，对
赡养老人较好、老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水
平明显提高的家庭张榜表扬，优先推荐
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宜阳人”
等。通过“公示+排行”，晒红了脸、晒热
了心，子女积极主动缴纳“孝心款”，使爱
老孝老由“让我做”变为“我要做”，使孝
老爱老蔚然成风、尊老敬老风行乡里。

目前，宜阳县已在89个贫困村及有
需求的非贫困村成立扶贫理事会，设立

“孝心基金”，4641名70岁以上贫困老人
每月都能领到子女的赡养费和“孝心基
金”补贴，覆盖率达71.5%，贫困户的家庭
归属感和生活幸福感大幅提升。7
题图宜阳县香鹿山镇北留村端午节孝
心基金发放暨贫困户集中慰问活动中，
领到孝心基金和粽子的村民脸上挂满
了幸福的笑容。田义伟 摄

群众生活更方便

贫困户老有所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出彩河南人

>>做“小事” >>建“超市”

>>制“套餐”

偃师市扶智又扶志

“五星”照亮脱贫路宽词悠句，既写出了伊河的
千古源意，又写出了水域两
岸的史脉、文脉和那儿生存
的流失与再生，且赋文中不
断有佳句跳出。看一篇赋
文，又似读一首长诗，读一
首长诗，又似读一卷域地中
原的史经和诗经。

作家阎连科评价《伊水赋》

纵横捭阖，纵则上下五千年
纵马扬鞭，横则方圆八百里
横无际涯；有山川气势，有
人文精神，有斑斓文采。

诗人刘静沙评价《中原赋》

中原赋
□陈胜展

《中原赋》读来酣畅淋漓，河
南人写河南，长河南人志气。

扶贫创客推广大使杨建国
评价《中原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