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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万

物繁盛。作为农业大市的南

阳，已确权的家庭承包耕地

面积有 1050万亩，其中已流

转的耕地面积有280万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

土地经营权后大展拳脚，有

的种植了传统的粮食作物，

有的种植了瓜果、苗木、药材

等经济作物。盘点收成，一

些种植大户赚得盆满钵盈，

另一些却经营惨淡，甚至亏

本，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境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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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谷雄一：少年热血为国洒
大义凛然死如归

2018年 6月，万众瞩目的比
亚迪全新一代唐正式上市，新车
以“全擎全动力”平台为造车原
点，基于比亚迪 BLP 大型豪华
造车平台打造，涵盖燃油、双
模、纯电三种不同动力系统。
燃油版采用“2.0TI+6AT”动力
组合，共推出了 5 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 12.99 万元-16.99 万元。
此次比亚迪推出唐燃油版，可以
说是弥补了上一代唐缺失的细
分市场，如今可供消费者更多
的选择。

作为比亚迪汇聚全球智慧
打造的旗舰车型，全新一代唐
代表了目前中国品牌 SUV的造

车 标 准 。 以 设 计 大 师 沃 尔 夫
冈·艾格、底盘调教专家汉斯·
柯 克 领 衔 组 成 的 国 际 化 造 车

“梦之队”，加上全球一流供应
链体系，造就了全新一代唐天
生优越的产品基因，不同动力
版本的车型将共享研发设计、
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体系等多
项国际化领先造车标准，以规
模化生产的方式，实现造车价
值突破，以超高性价比的价格、
越级的产品力成就其价值标杆
地位。

全新一代唐燃油版搭载一
台自主研发的 2.0T 涡轮增压缸
内直喷发动机，最大可达 205匹
马力，扭矩更可达 320牛米。这
台发动机为全铝缸体，并采用可
变气门正时、进气歧管中冷等技
术。其很多核心零件都是马牌、
博世、佛吉亚、采埃孚天合等一
线品牌供应商所提供。另外，变

速 系 统 则 是 来 源 于 韩 国 现 代
派沃泰提供的 6AT 手自一体
变速箱，传动效率超过 93%，平
顺性与匹配程度相比以往要更
进一步。

全新一代比亚迪唐继承了
Dragon Face 家 族 式 设 计 脸
谱。整体外观让人眼前一亮，

“大嘴式”中网与两边的 L 字形
布局的 LED大灯灯组相连显得
精神焕发，同时又突出了车头设
计的整体感；双腰线设计让全新
一代唐的侧面看上去很有力量
感。作为一款标准的中型SUV，
新 一 代 唐 的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870mm/1940mm/1720mm，
轴距为2820mm。

正所谓“内外兼修，表里如
一”，新一代比亚迪唐正是可以
如此形容。新一代唐的内饰同
样是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以极
简前卫科技的风格为主导。中

控台部分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
于全系标配的 12.8 英寸液晶显
示屏，而且该屏幕还可以根据使
用的适应程度实现自动旋转来
提供更好的显示效果，也可以自
行选择手动调节。另外，仪表盘
同样也是配备了 12.3 英寸全液
晶显示屏，可以显示驾驶所需的
各种提示信息。

全新一代唐所搭载的正是
“DiLink 智能网联系统”，该系
统实现了人、车、生活、社会的
完美连接。“DiLink智能网联系
统”包含有 Di平台、Di云、Di生
态和 Di 开放四大模块构成，通
过人—车—生活—社会的深度
连接，消费者将能享受到更智
能、更丰富的汽车生态应用，拥
有更加便捷省心的出行方式。
造就全新一代唐“高智商、高情
商”的智慧大脑，并使其成为“可
自进化的汽车”。

坐拥全擎全动力平台优势 全新一代唐注定爆款

谷雄一，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市，1921年
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期间，他立志为劳苦大众谋
幸福，并立下誓言：“卧薪薪能刺吾心，尝胆胆能壮吾
志，有志竟成！”

1925年夏，谷雄一到冯玉祥部西北陆军干部学
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联军方振武部任参谋，1926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 7月，根据党组织需要，谷雄一着手负
责中共北方局军运工作。在计划发动唐山兵变时，
因消息走漏，兵变失败，1930年 5月，谷雄一在天津
被捕。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谷雄一革命信念
坚定不移，在寄出的家书里写道：“金钱不能动吾心，
权威不能动吾志。吾早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1930年 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山西省
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1931年 7月，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决定，谷雄
一和赫光一起领导山西平定地区国民党军高桂滋一
个团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24军，谷雄一任政治委员。率部转战至河北省阜平
县，攻占县城，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中华苏维埃阜
平县政府，这是华北地区诞生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引
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和震惊。

8月10日，国民党军石友三部诈降，谷雄一等前
往慰问，遭敌伏击，不幸被捕。

1931年 8月中旬，谷雄一被枪杀于北平西直门
护城河边。就义前，他面不改色，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时年26岁。

英雄虽逝，然精神长存，泽被后世。
在河北省安国市国防教育展室和东山烈士陵园，

每天都有自发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群众。安国
人民秉承先烈遗志，乘着新时代的改革春风，愈加苦
干实干拼命干。安国市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
生活一天好过一天。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26日电）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 26日，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2018年度大学生服务基层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启动申报，今年10月 31日前（含）服务基层期满，
符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条件的所有高校毕业生，可
向服务单位所在地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
出代偿申请。

按照规定，凡我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含
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前往我省
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 3年及以上
且服务期间每年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等级者，其在
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本金及发生的利息
由财政实行代偿。服务期满后符合代偿条件但超过
两年仍未按规定办理代偿手续的服务基层人员，视
为自动放弃代偿资格。

艰苦边远地区的范围包括：国家连片特困地区
重点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省定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标准为本专科学生每人每
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开始我省扩大了农村特岗
教师贷款代偿政策的实施范围：由特困县扩大到全
省所有省辖市、县（市、区）。③9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俺凌晨4点多就从武陟赶来干活儿，趁
着天还凉快，多干一点是一点儿。”7月 24日
上午，温县张羌街道陆庄村扶贫果园里，两位
老人正顶着太阳除草、疏枝。

这两位老人是武陟县大封镇寨上村村民
韦立通夫妇。他们还有个“特别”的身份——
陆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韦宇的父母。

一人驻村当书记，全家都是扶贫人。自
从温县检察院干部韦宇驻村后，他的父母、妻
子都成了该村“编外村民”。贫困户王亚洲
说：“韦书记的父母和爱人常来村里干活儿，
村民都认识这一家子了。”

陆庄村曾经是软弱涣散村，一些群众思
想懒散，觉悟不高。韦宇驻村之后，成立了

“格致书院”，自费数千元购买了《国学经典》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供村民借阅。韦

宇的爱人梦丽每周有一项固定工作：来书院
打扫卫生。今年暑假期间，韦宇在书院办了
个太极拳班和书法班，梦丽又成了“班主任”。

带动群众脱贫，需要因地制宜发展优势
产业。在多次考察软籽石榴种植项目后，韦
宇决定在村里建惠农果园。

“为这个果园，韦书记一家操碎了心。就
拿果园的围栏来说，是他开车带着自己老父
亲去外地批发的。装车、卸车全是他爷儿俩
干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段传六说。

对自己的家人，韦宇充满着感激之情。

“果园开建那天，一大早就忙着组织村民种
树，直到晌午大家忙完散去后，我才看到爸妈
正佝偻着腰一瓢一瓢地给树苗浇水。”说到这
里，他眼含泪花，“驻村工作虽然艰辛，但因为
有家人的支持，有乡亲的关怀，我充满了力
量！”

“正因为有这么多不歇脚不下鞍的扶贫
人，以及他们背后无声支持、默默奉献的亲
人，我们坚信，脱贫攻坚的目标一定能如期实
现，千村百景的美丽富饶画卷一定会展现眼
前。”温县扶贫办主任高晓斌深情地说。③4

服务基层毕业生
可申请助学贷款代偿

本专科学生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驻村工作虽然艰辛，但因为有家
人的支持，有乡亲的关怀，我充
满了力量！

陆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韦宇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一人驻村当书记 全家都是扶贫人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标准

研究生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

“瓜老汉”能使地生金

7月 24日下午，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62岁的朱德玉从西瓜大棚里探出了脑袋。

找朱德玉的是从百里外慕名来到南阳市
宛城区红泥湾镇大陈坡村的客户。“都说你这
瓜苗产量高、抗灾性强，我想买点儿苗，赶上
种最后一茬西瓜。”客户说明了来意，朱德玉
忙着把种苗一箱箱搬出大棚，并耐心地给客
户讲解起来。瓜苗之间的株距、行距怎么把
握？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朱德玉一一
交代清楚。客户最终带走了1280元的瓜苗，
这些足够他种植 4亩西瓜。临行前，朱德玉
又给对方留下了手机号码：“你遇到啥问题随
时给我打电话。”

客户满意而归，朱德玉拉开了话匣子。
他是开封人，9年前跟着儿子来到南阳。试着
开过饭店、卖过糖烟酒后，他想起了自己的种
植技术。“上世纪80年代，政府在我老家培养
育苗技术人员，我也掌握了全套技术。”于是，
朱德玉在 2011年流转了 30亩地，种上了从
家乡引进的西瓜苗，当年西瓜便大获丰收。

“不说钱，附近的农民拿着成袋的粮食来跟我
换西瓜，那一年光麦子就换了 3万多斤。”尝
到了种瓜甜头的朱德玉，第二年一半土地种

西瓜，另一半种种苗；第三年，所有土地都种
上了西瓜苗，将他的育苗技术发挥得淋漓尽
致。

如今，在朱德玉的农田里，“精品龙卷风”
西瓜个大甜度高，黄瓤礼品瓜苗备受高端市
场青睐，他还将西瓜苗和红薯苗成功嫁接，培
育出了西瓜红蜜薯。朱德玉的种苗生意越来
越好，方圆二百里的瓜农都慕名而来，仅今年
三月份种苗就卖了20多万元。种30亩地，劳
动量自然不会少。除了“核心技术”——种苗
培育和嫁接由朱德玉一人掌握外，其他的都
由乡亲们打理，常年在这里务工的就有 20
人。“老朱人好，我们的工资都是按天结的，从
不拖欠，有时候一天能挣90多元钱呢！”正在
田里剪红薯苗的村民李宝焕说。靠着勤勤恳
恳的劳动和诚信的经营，朱德玉这个“外来
户”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跟。

种土豆遭市场“冷落”

同样是土里刨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
朱德玉这样刨出了“金疙瘩”。同样在宛城区
红泥湾镇大陈坡村，一名土豆种植户的经历
让人唏嘘不已。

这名种植户早年间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不料误入传销组织，被骗光了大部分身家。

回到村里后，他拿出剩余的积蓄，流转了 13
亩土地种植土豆。没有多余的钱请人帮忙，
他一个人浇水施肥；不会使用刨土豆机，他手
工一块地一块地挖，深夜里还常有他一个人
在田地里劳作的身影。最终这个 40多岁的
汉子累倒在土豆地里。而此时土豆的批发价
是每斤1毛多，种子、化肥、地膜等4万元的投
资都打了水漂儿。

流转有风险，种植需谨慎。一部分种植
大户知政策、懂技术、会管理，凭借对市场的
精准把握走上了致富之路；另一部分种植户
却只是埋头苦干，种植的作物品质不高、特色
不鲜明、市场上供大于求，最终亏损了。这就
是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
临的两种不同的境遇。

针对这种现象，南阳市农业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土地确权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
流转也带来了农业生产多样化、生产方式现
代化、规模经营职业化的新局面。但同时，大
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存
在着发展水平低、土地流转难、融资难等问
题。政府要在金融保险、人才培养、市场营销
等方面加大引导，帮助他们一步步壮大起来，
规避风险，增加收益，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③9

同是承包流转地 境遇冰火两重天

7 月 26 日，傍晚的郑州上演了
“魔幻天空”，美丽的火烧云如梦似幻，
让人陶醉。②4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贺志泉 摄

“魔幻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