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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亮
年逾花甲“再跨战马”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位于南阳市唐河县产

业集聚区的河南省中科安

普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科

学院材料专业杨亚峰博士

深度合作，共同开发 3D 打

印机，将突破材料研发的瓶

颈；此外，杨亚峰博士还与

南阳裕泰隆粉体材料有限

公司签约为企业提供技术

服务；“千人计划”专家曹殿

秀与河南启之源基因生物

有限公司签约……

继今年 2 月 7 日南阳

“诸葛英才计划”面向社会发

布后，最近南阳市又出台了

16 个配套实施细则，对 44

项重点内容逐一细化分解，

确定时间表和线路图，形成

了“1+16”的超强阵容，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来自天南海

北的各种层次人才来电咨询

洽谈，各种合作渐次铺开，各

种签约活动接连不断。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陈新

今年65岁的陈金亮是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8名
老师中年龄最长的一位。早在2014年，他就已经到了退
休年龄，但学校五年级的课程没有老师来教，没有多休息
一天，陈金亮就又回到了三尺讲台。

虽然学校一个月补助 1200元，但从黑虎庙村到县
城一来一回，光坐公共汽车就要花掉 80元。为了省钱，
陈金亮每次都是骑摩托车，因为年纪大了，山陡路急，不
知道摔了多少跤，有一次差点跌下山崖。掀开裤腿，他
小腿上布满了伤疤。

“40 年了，我从没有
离开过大山。”陈金亮回想
起一件件往事，历历在
目。1978年秋天，当时的
村党支部书记张保福拉着
陈金亮的手来到黑虎庙小
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咱
村里的娃儿不能没有学
上，你平时能读会写的，教
娃们读书识字吧。陈金亮
当时虽然只是初中毕业，

却是村里的“文曲星”，哪家哪户需要代笔都请他帮忙。老
支书开了口，陈金亮却有些犹豫。那时候，他正琢磨着去
南方闯闯，而且他心里明白，一旦接下民办教师这个担子，
就意味着收入微薄、生活拮据。直到有一天晚上，老支书
领着十几个孩子翻山越岭来到陈金亮家。望着一个个眼
睛水汪汪的孩子，陈金亮啥没说，含着泪答应了老支书。

陈金亮的家离黑虎庙小学有 6公里山路，步行到校
需要两个多小时。他每天早上不到 5点就起床，翻过长
岭坡，跨过均地沟。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为了照顾离家
远的孩子，陈金亮干脆把家搬到了学校。

一间 10平方米的宿舍既是住室，也是办公室，又是
厨房。一根粗长木头顶着折了的房梁，一遇到风雪天，
门窗摇晃，四处透风……住校的日子里，陈金亮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夜里他总要起来好几次，看看孩子们有没
有踢被子，再帮他们一个个盖好。日积月累，陈金亮患
上了严重的风湿病，每到阴雨天就疼得走不成路，时常
因为身体僵硬四肢无力瘫倒在讲台上。

陈金亮的付出，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
年冬天，他去高丘镇开会，在返回途中，翻过一个山坡
后，他发现十几个孩子正朝自己走来。“你们来干啥啊，
山高路险，万一有个啥事儿可咋办啊？”陈金亮急得大声
吼起来。“又变天了，我们怕你风湿病犯了走不成路。”孩
子们道出原委后，陈金亮抱着他们哭成一团。

1996年，陈金亮通过考试正式转正，乡亲们都想着这
下他可要“飞”了，没想到，他初心不改，又坚守山村22年。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看到一个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写着
一首诗：教育战线一老兵，坚守阵地四十冬，年逾花甲不服
老，再跨战马拉硬弓。陈金亮羞涩地笑笑说：“闲来无事，瞎
写的。人老心不老，教孩子们多学点儿东西比啥都强。”7

“‘诸葛英才计划’主要围绕南阳主导产
业，按照‘人才+产业+创新’模式，加速人才
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旨
在把南阳市打造成为人才集聚、创新活跃、产
业繁荣、服务完善的区域性人才高地。南阳
将敞开大门，为各层次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
沃土。”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表示。

重金引才。围绕南阳市重点产业，优先
支持人才（团队）以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的
形式来南阳转化科技成果投资创业，经评审
认定后，采取“启动资金+基金投资”的形式
给予项目支持。对两院院士、外籍院士、国家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等国内外顶尖人才（团队）
给予最高5000万元支持；对长江学者、“千人
计划”专家、“万人计划”专家等国家级人才
（团队）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对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其他高
层次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给予最高 1000万
元支持；对南阳市产业发展具有奠基性、战略
性、支撑性作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
行“一事一议”，给予最高1亿元支持。

柔性引才有补贴。对柔性引进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才，经
评审认定后，按照计税报酬总额的 20%给予
人才补贴，最高2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50
万元。企业与市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引进转化技术成果的，按技术合同
交易额的10%给予补贴，最高100万元。

注重实用人才。对首次到南阳市九大专
项重点支撑企业、重点工业培育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省定重点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工作，年
龄在 35周岁以下，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全日制“双一流”高校硕士研究生、其他高校
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其他
高校本科毕业生，3年内分别按照每年15000
元、12000元、9000元、6000元的标准发放生
活补贴。对来南阳市创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本科毕业生，优先入驻创新创业平台，初
次创业可给予5000元创业（开业）补贴，并根
据项目吸纳就业能力、科技含量、潜在经济社
会效益、市场前景等因素，给予2万元至15万
元资金扶持。

创新建立“诸葛英才卡”制度，对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发放“诸葛英才卡”，凭卡可直接
办理户口准入、社保结转、人事关系调入、住
房公积金、驾驶证换发等业务，并可在医疗保
障、子女教育、旅游出行、居留和出入境等领
域享受及时高效的优惠服务。7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樊迪

路路畅，民居处处洋；山山绿，人人逐新
梦。内乡县赵店乡长岭村，曾经的荒山丘陵
变身绿水青山，好生态涵养出好光景。

以前，村里人一提起长岭，直摇头。“气死
龙王爷了，地太薄，下再多的雨也不够使。”交
通不便，只能过木板车的羊肠道让山里的花
生卖不上好价钱，豆腐都能盘成肉价钱。

“1998年当选为村支书，我给自己立下
军令状。让荒山变梯田，梯田变成金银坡；
要羊肠小道变盘山路，让山里人能走出去。”
追忆往昔，周全力感慨，“现在都实现了！”

荒山变绿成“金山”

“虽说万事开头难，但有县乡两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从 1998年到 2008年，10年间
我们村一半的荒山坡变成梯田。”周全力自
豪地说，“那时候全市农田水利观摩会年年
都在长岭开。”

山间梯田层层环绕，但发展什么才能让
梯田变成金银坡？村支两委研究决定，大力
发展林果业。周全力和村干部一道上河北、

奔山西，考察京东油栗和大红袍花椒，并于
2003年引进优良品种。“目前,全村已发展
万亩板栗和花椒，仅此一项，人均可增收
4000元。”周全力说，“2011年，村里和昌宇
果业，签订万亩租赁合同，发展薄壳核桃，剩
余的荒山坡也找到了‘好婆家’。”

昌宇果业将公司变为“造林工厂”，采取
对农户荒山荒沟反租倒包的形式规模发展，
农户中的闲散劳力再变为“工厂”的造林工
人，除每月按期发放工资外每年年底按收益
再发放奖金。

“一万亩一年光租赁费70万元，核桃树
进入盛果期，一亩荒坡年产值就达 8000元
以上。同时，村里的闲散劳力也变身产业工

人，昌宇果业光工资一年开到100多万元！”
周全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挣钱顾家两不误，一月能挣 1300元，
比起在外打工强多了。”贫困户靳天生正忙
碌地管护核桃树。

“看着漫山遍野的绿色，真养眼。”正在
核桃林间薅草的贫困户周爱云起身甩下脸
上的汗珠，幸福地笑着。

家门口通上“幸福路”

长岭村距县城的直线距离就 10公里，
但由于隔山过岭,过去，村民出行只能走一
条羊肠小道,货物进出几乎都是肩挑手提。
路，成了制约村里经济发展的“瓶颈”。

“说啥也要把路修通！”周全力和乡亲们
采取村民集一点，对外借一点，向上跑一点
的办法凑齐修路款。2005年，一条长 25公
里、宽 5 米的土路全面贯通，
一下子缩短了长岭村与外面
世界的距离。

大马路通了，农产品运出
去了，山村的寂静被打破
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看
看 脚 下“ 晴 天 一 身

灰，雨天一身泥”的土路，再看着外面笔直干
净的水泥路，长岭村人说“真是眼气人”。

经过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建设资金，
2011年以来，长岭村坑坑洼洼的土路彻底
变样。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通组路、串户路，
将掩映在茂林修竹间的一栋栋靓丽民居连
接起来，也使村里到县城的车程由1个小时
缩短为30分钟。

新改建的标准化村小学书声琅琅。村
民有了文化广场，孩子们有了幼儿园。

这几年，乡里加强乡卫生院建设，在村里
成立村卫生所，配备人员、设备，不断提高报销
比例，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

“路通了，产业来了，腰包鼓起来了，公
共服务保障水平提升了，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群众精神面貌也大变样。”周全力说，曾
经的“荒山岭”如今已经华丽转身。7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封德 丁阳

西峡县丁河镇位于伏牛山南麓，这里群山怀抱，山路崎
岖，古裕小学就坐落在这里。这里也是“河南省最美教师”
陈俊德工作的地方。今年59岁的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多半，
岁月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1977年，恰逢村里新设置教学点，刚刚高中毕业的
陈俊德被派往距村10公里处的教学点。那年8月底，怀
揣热情和梦想的陈俊德到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深山
沟，围着方圆四五公里的山村转了两圈，也没找到教学点
在哪里。村干部指着一处牛圈无奈地说：“实在没有闲置

的房子用来办学，只能把
这三间牛圈当学堂！”

听说派来了老师，全
村的人都来了。十几个青
壮年劳力二话不说，开始
清理牛圈。没有课桌，村
民从家里找来几块长木
板，用土坯支起来；没有黑
板，村民找来一个箱子盖
挂在墙上；没有凳子，孩子
们自己从家里往教室里
搬；村民还从山上砍来木
棍，从家里抱来麦草，为陈
俊德搭建了床铺……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有饭吃、有衣穿都成
了山里人最大的奢望，孩子上学似乎变得无足轻重。

1978年春季的一天，班里学生刘金成一连三天没来
上学，托人给家长捎信也没有反应，陈俊德决定进行一次
家访。当他翻过两座大山来到刘金成家时，9岁的刘金成
正和父母一起在地里干活，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妹
妹。“我问他想不想上学，他点点头，问他为啥不去上学，他
低着头瞟了他父亲一眼。”陈俊德明白了。但无论咋说，刘
金成的父亲就是不吐口。“娃儿上学的一切费用俺全包
了。”陈俊德当场表态，刘金成这才又回到了学校。

作为深山长大的孩子，陈俊德更懂山里人的梦想，
那就是让孩子走出大山，走到外面的世界。为提高教学
质量，晚饭后，陈俊德把成绩差的学生留下来开“小灶”，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等孩子们睡下了，他又开始在昏暗
的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此外，他还加班加点自学充
电，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教学点的学生越来越多，年级也越
来越多，最忙的时候陈俊德一人教三个年级，每次全镇
评比，他教的学生都名列前茅。逢年过节，乡亲们都要
请他到家里吃饭，把他当成自家最亲的亲戚。

今年是陈俊德坚守深山教学点的第 41个年头。41
年的漫长岁月里，陈俊德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但他都
婉言拒绝了。“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出大山，考上理想的
大学，不少还留在大都市，我很欣慰，这大概就是坚守的
意义吧。”再过一年，陈俊德就要退休了。“如果学校需
要，我还接着干。”他说。7

人老心不老，教孩子
们多学点儿东西比
啥都强。

陈金亮

陈俊德
从三间牛圈到桃李满园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走
出大山，考上理想的大
学，不少还留在大都
市，我很欣慰，这大概
就是坚守的意义吧。

陈俊德

昔日“荒山岭”今朝“金银坡”

与以往节会不同的是，今年南阳第
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季花会
开幕当天，2018 年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南阳行正式拉开了帷幕，22 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千人计划”专家应邀而至。

专家们对南阳的“诸葛英才计划”
格外感兴趣，感叹地说：“南阳如此大气
魄、大手笔的引才新政，彰显出了开放
的胸襟和对人才的渴求，我们正在考虑
与相关方面进一步的合作。”

在 4 月 26 日下午召开的“千人计
划”专家南阳行暨经贸洽谈会上，南阳
市与会领导为 3 位专家代表颁发了“南
阳招才引智大使”聘书。16 名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与南阳市 25 家企事业单
位初步对接成功，共有 5 个招才引智项
目在仪式上成功签约，“这将为南阳带
来不可估量的发展动能。”一位“千人计
划”专家由衷赞叹。

南阳市人才办负责人激动地说，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南阳行活动的成功
举办，实现了招才引智和招商引资同频
共振，推动了“诸葛英才计划”加快落实
见效，也增加了南阳招人引才的信心，
必将掀起新一轮高端人才引进行动的
热潮。

南阳市一些县区结合县域产业发展
实际，在“诸葛英才计划”基础上出台了
各自的“人才计划”；南阳市第一个人才
公园应运而生；镇平第一届人才国际交
流周成功举办；一期工程投资 4.5亿的校
企合作项目落户桐柏……

“如果进展顺利，艾草基因组测
序有望取得突破。”这是南水北调京
宛对口协作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活
动结出的硕果之一 。中科院院士、
生物信息学家陈润生接受记者时表
示，“我们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南阳
发展。”

6 月 11 日，南水北调京宛对口协
作北京院士专家南阳行正式启动 ，
陈润生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学
及森林培育学家尹伟伦等 26 名院士
专 家 齐 聚 南 阳 。 在 随 后 几 天 时 间
里，26 名院士专家分为智能信息化
组、装备制造组、农业组、生物医药
组 4 个组进高校下车间，他们的足迹
遍及南阳 9 个县区，共涉及 48 家单
位，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36 个，
涉及智能制造、生产自动化、中药材
深加工等多个方面。院士专家还与
南阳师范学院、河南全宇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等 32 个单位签订了具体合
作意向。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南阳正在加
紧诸葛英才智慧平台建设，将为各类
人才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同
时，南阳着力打造“一次办妥”政务服
务品牌，最大程度压缩审批流程，使
项目最短时间落地，规定新增建设用
地项目 100 天完成土地审批手续登
记办理工作，存量地 75 天完成土地
审批手续登记办理工作，全力为招商
落地项目提供高质量服务。

“16”与“25”的效应

“千人计划”

开了236个“药方”

院士专家

“诸葛英才计划”
亮点频出

人才+产业+创新

中科院院士陈润生（左三）在创客中心了解艾草产品的制作工艺和技术

身边的张玉滚

南阳将敞开大门，为各层次
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沃土。

张文深
南阳市委书记

让荒山变梯田，梯田变成金
银坡；要羊肠小道变盘山路，
让山里人能走出去。

周全力

内乡县赵店乡长岭村村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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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诸葛英才计划”出台16个配套实施细则

“1+16”大礼包吸引院士专家频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