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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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这儿有学校、医院、银行、就业车
间、集贸市场……就像城里一样。感
谢党和政府的黄河滩区居民搬迁好政
策，让咱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
高！”8月 13日，正在台前县吴坝镇东
桥社区服装加工点上班的郑丽郡一席
话，说出众姐妹心里的喜悦。

郑丽郡是吴坝镇东桥村的贫困
户，一家六口人常年靠种地为生。
2016年年底，她一家人从黄河滩区的
东桥村搬了出来，搬迁到镇区的东桥
社区，住进了130平方米的新楼房，彻
底摆脱了洪涝灾害。

“上级给俺人均补助28400元，除
去买房子花了 15万多元，结余了 2万
多元。俺家还有拆除旧房子补贴、土

地复耕流转等，又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郑丽郡开心地说。

搬进社区后，郑丽郡在社区一个
服装加工点找到了工作，不但月均收
入 1500 元左右，还能照顾老人和孩
子。她的丈夫去了天津打工，月收入
约3000元。去年，郑丽郡一家实现了
稳定脱贫。

眼下，像郑丽郡家一样，东桥村
334户、1179人全部搬离了黄河滩区，
住进了新家园，过上幸福惬意的新生
活。

在台前县黄河滩区，“有女不嫁黄
河滩”曾是群众抹不去的痛。

台前县所辖黄河河道总长 62 公
里，处于黄河低滩区“豆腐腰”地段，
且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又集中淤积

在河槽中，形成槽高滩低的“二级悬
河”，给滩区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
很大危害。受生态环境 和 政 策 影
响，滩区工业项目无法实施，服务业
发展没有根基，产业结构以农业为
主，群众增收的唯一途径是外出打
工。长期以来，黄河滩区形成了典
型的贫困带，与滩外的贫富差距日
益拉大。“黄河十年九涝，一场大水，
墙倒屋塌，庄稼颗粒无收，一切从头
再来，长期陷入脱贫—返贫—脱贫—
返贫的怪圈。”忆及以前黄河泛滥情
景，东桥村党支部书记李如成仍心
有余悸。

“东桥村搬迁的成功，为吴坝镇滩
区居民搬迁开了个好头。”分管滩区迁
建工作的镇干部朱绪荣告诉记者，东

桥村是我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二批
试点之一，村民全部迁入镇区东桥社
区，不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还根
据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因地制
宜地新上了汽车坐垫厂、服装加工厂，
沿街商铺门店一字排开，让搬迁后的
群众实现了家门口挣钱、持家两不
误。“经过试点和宣传,滩区群众普遍
认识到,迁建既是为了保证安全,也是
为了实现永久脱贫。”朱绪荣说，“老守
着破房子和固有的生活方式不行,大
部分群众愿意搬迁,渴望现代生活元
素。”

在吴坝镇新规划的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安置区工地，记者看到一派繁忙
的建设场景。朱绪荣说，吴坝镇把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改善民生的头等

大事来抓，专班专人负责，倒计时加压
推进，31栋多层楼主体工程将于 8月
底全部完工，年底达到入驻条件，届时
将开始拆旧居、迁新居，12个滩区村
的 2326 户、8077 人将彻底告别黄河
滩区。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体现了党和
政府对滩区群众的重视和关怀，也是
滩区群众的热切期盼。台前县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
思想，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
充分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坚决
打好打赢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攻坚战，
确保到 2019 年年底，43个村、10248
户、34445 人搬离滩区，住进幸福家
园。”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表示。

如今，台前县在成功试点的基础

上，再次拿出县城和乡镇位置最好的
地块，集中各方优势资源建设县城、吴
坝、夹河、马楼四个安置区，分年度制
订了建新、搬迁和拆旧任务计划，细化
台账，压紧压实沿黄乡镇和相关部门
责任，施工人员冒着高温酷暑奋战，确
保早建成、早投用、早入驻。该县还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积极争取上级
政策支持，力争把全县黄河滩区内所
有人口106584人全部纳入搬迁范围，
因人因户落实产业、就业、社会保障等
后续帮扶措施,确保精准搬迁、稳定脱
贫。

“滩区迁建关键在要素保障。”台
前县县长王俊海说，台前县已把安置
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结合起来，一体
布局一体建设，并紧紧扭住包括就业、
教育、医疗、文化、住房在内的农村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编织
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
网，确保让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致富。

台前县：搬出滩区走进幸福
濮阳脱贫攻坚滩区行⑤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马啸

滩区脱贫难，难在哪儿？
“别的地方不说，俺村是因为村里

的路太赖了！”8月 13日，原阳县官厂
乡鲁厂村党支部书记吕爱朵告诉记
者，3年多前，鲁厂村没有一条像样的
公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滩
里的东西运不出，外边的货物进不来，
不少群众离开滩就再也不想回，更多
群众一辈子都没出过滩……

3年前，原阳县政府办驻村工作组
驻村以来，想方设法为鲁厂村找“出
路”，共修建 4 公里的村内道路和 1.5
公里的通村公路，让鲁厂村不仅有了
出滩路，也找到了脱贫路和致富路。

对症下药，工作组修通出滩路

2015 年 6月，王保明刚刚就任原
阳县人民政府县长，第一件事就是全
面走访最贫穷的黄河滩区，又主动请
缨联系最具代表性的鲁厂村，亲自“挂

帅”成立工作组，定下了改变鲁厂落后
面貌的计划和决心。

要致富，先修路。工作组很快协调
资金 250余万元，硬化了共计 5.5公里
的村内道路和通村公路，村内道路硬化
率达到98%，三纵五横、4~5米宽的水
泥路四通八达，祖祖辈辈走在坑洼不
平、泥泞难行的土路上的村民们兴奋不
已，把新修的道路称作“幸福路”。

有了“道路”再通“水路”。200万
元的政策资金，注入家家户户的“水
缸”里。通过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群众
全部吃上水质达标的自来水。

接着是“电路”。投资 100余万元
铺设农田灌溉管道 8000米，安装 3座
100千瓦农用灌溉变压器，保障了群众
生产生活用电。

随后是“网路”。升级改造有线广

播电视网，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宽
带网路入村通户，滩区与外界信息互
通“零距离”……如今，鲁厂村道路、水
路、电路、网路、出滩路实现了“路路
通”，滩区面貌焕然一新。

生意旺了，鲁一致走完脱贫路

今年 37岁的鲁一致，原本是鲁厂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上有老下有小不
能出滩务工，在家里支起几张桌子，开
了个小饭店，勉强维持生计。

提起以前的生活，鲁一致直摇脑
袋。路不好进滩不易，基本没有流动人
口，村里群众消费能力有限，有时候几
天都没有一个客人登门；出滩也难，想
去县城买点好的蔬菜，一来一回最少得
近5个小时，碰上刮风下雨更是出都出
不去，客人来了只能“有啥吃啥”。

“这样的生意咋能好？一年下来
基本不挣钱。”

村里的路修通之后，县长王保明
登门来访，给鲁一致支了招，手把手教
鲁一致做生意：从县城菜市场进货，在

“卖饭”的同时“卖菜”，增加一项业务，
实现“多元化经营”。

王保明的“点子”让鲁一致心里亮
堂了，他新搭建了 70 平方米的彩瓦
棚，“鲁厂村菜市场”说开业就开业。

路通了，前来黄河滩区游玩的客
人多了，鲁一致的生意旺了，基本每天
都要接待 40人左右，生意好的时候还
要“按号排队”；去县城方便了，鲁一致
骑上电三轮，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县城，
每天卖得都是新鲜时令蔬菜，不仅自
己挣了钱，还方便了村民生活，赢得了
大家的交口称赞。

生意兴旺，鲁一致每年的收入增加
了1万多元，2016年就走完了脱贫路。
鲁一致是鲁厂村的缩影，全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降至12户 31人，不足原来的
1/3，贫困发生率降到了2%以下。

引来项目，鲁厂村踏上致富路

在鲁厂村南地，一片钢结构大棚
拔地而起，河南省优宜佳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现代农业蔬菜大棚项目已雏
形初现。据介绍，该项目占地面积100
亩，总投资近 500万元，主要种植大棚
西红柿、西瓜、黄瓜、有机菜花等蔬菜。

55岁的吕爱朵担任村干部 20多
年，曾多次尝试把外来投资引入鲁厂
村，但每次的结果都让这位精明能干的

“女强人”灰心不已。吕爱朵说，千辛万
苦引起了客商的兴趣，做通了客商的工

作，但人家只要到村里一看，通常是扭
头就走：“他们的反应我很理解——路
不好，生产的东西再好也运不出去，这
样咋能挣钱？”

驻村工作组的“路路通”工程，让这
一问题迎刃而解，无人问津的滩区村成
了投资兴业的热土，县乡村通力合作，优
宜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现代农业蔬菜
大棚项目很快就在鲁厂村落地生根。

“农业项目无污染，从种到收都需
要大量人工，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好项
目。”吕爱朵说，蔬菜连栋大棚项目常
年提供 100 多个就业岗位，用人高峰
期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更多，是滩区群
众就业致富的好门路。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还可年增
加集体收入 47万多元，集体收入受益
贫困户 266 户 667 人，每人每年受益
200元。吕爱朵表示，村里要全力给项
目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用“鲁厂服
务”引来更多的优质项目，让项目的发
展产生更多机会和效益，带动群众在
致富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出 滩 路·脱 贫 路·致 富 路

田位东，1907 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
市，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进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大革命
失败后，田位东回到家乡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夏，田位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

1929年 7月，田位东与山东省委书记
刘谦初同时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1930年
8月获释。出狱后，党组织派田位东到青
岛担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长，负责营救
被捕的同志，不久又被党组织派往泰安工
作。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斗争环境十分
险恶的形势下，田位东不仅毫不畏缩，反而
更加坚定对革命事业的胜利信念，始终充
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以拉黄包车、上山
打柴等作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为党组织筹
集活动经费，资助生活无着的同志。

1931 年 3 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
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
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
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

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
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
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
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
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多
次罢工斗争。

1932年 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织
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增加
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行了“七月
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工
贼出卖，田位东不幸被捕。资本家摆下筵
席，想软化、收买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
露敌人的阴谋。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他威武不屈，坚守自己的信仰。随后，敌
人组织法庭对他进行审判，他视死如归，
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指控。1932年 8
月 3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高唱着
国际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
号，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据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

田位东:枣庄“七月大罢工”领导人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
专家 喻新安

新旧动能转换是一篇大文章，也是破

解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

深层次问题的治本良方。新旧动能的区别

很多，从生产工艺上讲，旧动能是以机械化

为主导，新动能是以高度网络化、人工智能

化为主导。但新旧动能转换的要义是“转

换”，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改造

提升还在发生作用的传统动能，一方面要

培育发展尚未完全形成的新动能，实现

新旧动能间的稳妥续接。我们高兴地看

到，这样的“稳妥续接”正在城郊煤矿展

开。“多让机器来干”，还是机械化，但综采

设备控制中心“通过语音系统与工作面进

行对话”，已经有了智能化的元素。可以

预 见 ，城 郊 煤 矿 通 过 进 一 步“ 智 能 化 改

造”，用“数字”代替“传统”，有可能达到井

下无人作业。“届时用工再减少一半，功效

再提升一倍”，就能实现“人少则稳、无人则

安”的愿景。③3（本报记者 栾姗 整理）

做好“转换”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8月 11日上午，在城郊煤矿
综采设备控制中心，技术员乔艳召正在通
过语音系统与工作面操作工进行对话。

“两年前，矿井移变、开关的运行数
据，要三四个人同时走到设备旁边去查
看，现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搞
定。”乔艳召对自己履职的“新岗位”非常
满意。

2003年，城郊煤矿建矿之初，目标就
是全省煤矿行业的“排头兵”，告别“靠炮
轰”“拿镐挖”“用筐驮”的原始开采阶段，
带领河南煤炭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转型。“采煤作业就跟老百
姓种地一样，手脚再勤快也撵不上拖拉

机，多上设备少上人才能提高工效。”何
东升说。

数据显示：城郊煤矿标煤年产量从
2003年投产时的240万吨攀升到2017年
的 500万吨，矿工从 6000人减少到 4000
人，年人均工效从 400 吨增加至 1250
吨。按照智能化改造的要求，未来城郊煤
矿在年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用工再减少一
半，功效再提升1倍。

减下来的矿工怎么办？何东升说：
“现代化矿井讲究安全、高效，人少则稳、
无人则安。‘减人’并不意味着‘减岗位’，
经过技术培训后，越来越多的乔艳召们会
出现在‘新岗位’上。”③9

城郊煤矿人均工效行业领跑

（上接第一版）当时刚刚履新淅川县
第一高级中学校长的王建刚是德育
工作的“忠实拥趸”。面对前来“堵
门”的家长，他把胸脯拍得山响，后背
却冒着汗，“万一差了，可就打脸了。”

德育，既是百年大计，也有立竿
见影的奇效。高考成绩揭晓，王校
长的“脸面”保住了，家长们放心了，
德育工作也顺利通过了实践的检
验。在 2016 年一本进线 413 人、
2017年大幅增至 747人的基础上，
淅川一高今年高考成绩继续大踏步
前进：一本进线人数首次突破千人
大关，达1134人。

这个成绩让外人瞠目：占了文
化课时间，成绩还能提升，为啥？淅
川县县长杨红忠说：“德育工作不是
加重负担，而是育德育人；不是增加
教学要求，而是立足孩子终身发展；
不是呆板说教，而是让学生最终形
成行为自觉。”

为了不让德育工作沦为“花架
子”“走过场”，淅川县成立德育中
心，完善制度体系，打出了一系列德
育“组合拳”。围绕“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为主题，全县加强青少年德
育工作的“路线图”完整而清晰——

以 教 学 为 主 线 ，实 现 课 堂 育
人。各学校纷纷开设德育课程，配
齐配强德育教师，充分开发学科蕴
含的德育资源，渗透德育教育；以制
度引领，实现管理育人。从学生的
学习、文明、礼仪、卫生、安全等行为
习惯入手，建章立制，精细考核，形
成多方位、无盲区的德育工作格局；
以氛围营造为载体，实现环境育
人。让一草一木说话，让每面墙壁
育人，让校园成为孩子心灵的沃土；
以家校互动为纽带，实现联合育
人。各学校成立家校联谊协会，举
办家长开放日活动，凝聚育人合力。

虽然成绩初显，但淅川人并不
“满足”。在今年 7月份的全县教育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淅川县教体局
负责人表示，教育是否成功，不能只
看我们进线了多少一本、送走了多
少重点大学学生，而要看20年后，我
们为国家输送了多少人才，各领域
的顶尖人士里有多少淅川学子。

“淅川的未来还要靠年轻人。
‘功成不必在我’，德育工作抓好了，
淅川的青少年就能在人生道路上不
走偏，而且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卢捍卫说。

德为邻，校地连
护一库清水正一方风气

每到中小学放学，学校周边道
路就会拥挤不堪，交警来了也不顶

用。这种场景，是让不少城市居民
头疼的“通病”。但在淅川县城，却
几乎见不到。

“这跟学校的德育活动有关。”
在淅川县第一小学门口开小卖部多
年的老李，对此了然于胸。作为家
长，他很欣慰；作为老板，却有些肉
疼：“他们搞了个‘三拒绝’，生意明
显不好做了。”

“三拒绝”，即拒绝零食，拒绝零
花钱，拒绝家长无序接送。开展两
年来，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良好习惯，
也解除了不少家长“高接远送”之
苦，还大大缓解了学校周围的交通
拥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欢迎。

如何把口头上、纸面上的大道
理，变成学生的日常生活好习惯？
在“三拒绝”之外，淅川县还开展了

“两操”（中学生的激情跑操，小学生
的《弟子规》韵律操）“三大步”励志
教育活动（读励志信、填成长手册、
建立育人导师制度）及远足活动等，
以体验为重点，实现活动育人。

县教体局根据学校、学段、学生
及季节月份特点，精心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月度主题活动，实现一月一
主题、一月一活动、一月一特色、一
月一教育。比如，清明节开展缅怀
英烈活动；教师节开展尊敬师长活
动；夏天开展德育夏令营，包括参观
移民文化苑、看望慰问孤寡老人等；
秋天组织学生下乡入户，参与秋收
农忙，磨炼意志、体验生活；冬天开
展德育冬令营活动，紧紧围绕动手
能力和孝亲敬老，寓教于乐，学有收
获。

在记者的走访中，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表示，孩子身上的骄娇二气
不 见 了 ，原 来 的“ 小 皇 帝 ”“ 小 公
主”，变成了家里的小帮手。淅川县
第一小学学生刘颖淑的妈妈甚至感
慨：“因为女儿的懂事，我变得更好
了。”

原来，由于婆媳矛盾，刘颖淑的
母亲和奶奶经常争吵。有一天晚
上，小颖淑很认真地对妈妈说：“奶
奶年纪大了，即使错不在你，你也不
要和她计较。否则你不开心，大家
都不开心。”刘颖淑的母亲很感慨：

“想不到女儿这么小，就这么懂事。”
她主动向婆婆道歉，从此以后，婆媳
之间再无争执。

“小手拉大手”，淅川德育，不仅
铺就学生的成长底色，更将芬芳从
校园吹进家庭，吹散到社会的角角
落落，以校风带起了家风、改善了民
风、转变了政风。县信访局的一位
干部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淅川县过
去信访量很大，德育工作开展两年
来，情况明显好转，2017年的信访量
比 2016 年下降了 140%左右，社情

民风明显好转。
结合德育工作，淅川县适时开

展“两弘扬一争做”（弘扬移民精神、
弘扬好家风家训，争做最美淅川人）
教育实践活动，评选表彰了一批“最
美师德标兵”“最美学生家长”“最美
少年”等，通过树标杆、树典型，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都来争做“最美淅川
人”，形成了全社会奋发向上、崇德
向善的生动局面。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向上向
善的清新风气，不仅为淅川增添了
美誉度，也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
新契机。今年上半年，环中原 2018
自行车公开赛、首届“龙行中原”河
南省全民龙舟大赛、省十三届运动
会铁人三项比赛等大型体育赛事接
连花落淅川。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淅
川，正成为河南的一张重要名片。

德为剑，斩穷根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淅川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全省 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目前
仍有贫困人口 14874户、43238人，
脱贫难度大，攻坚任务重。同时，淅
川的在校生人数将近 15万，占全县
人口的四分之一，抓住这部分群体，
就抓住了脱贫攻坚的关键。

“咋能阻断贫困代际相传？主
要靠教育。”卢捍卫表示，“只有把教
育做好了，才能让一个家庭从根本
上摆脱贫困。”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淅
川县委认为，让孩子们树立远大理
想，建立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既是德育工作的重要职责，
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家 有 读 书 郎 ，脱 贫 有 希 望 。
2017年，淅川县考生罗梦龙勇夺南
阳市理科高考状元，清华大学的招
生老师登门时，发现这孩子是“寒门
中的寒门”。家住上集镇罗寨村的
罗梦龙，自幼父母离异，父亲又患上
股骨头坏死，常年卧病在床，家里负
债累累。高中三年，学校不仅为他
免去了全部学费，还发放生活补
贴。逆境中的孩子固然能够更早地
成长，罗梦龙却更感谢高中时受到
的德育教育：“感谢我的老师们，是
他们让我懂得‘知识改变命运，奋斗
成就梦想’的意义。我会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贫困生状元的故事成为淅川德
育教育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激励着
无数孩子，唤起了他们青春中的热
血。淅川二高学生、盛湾镇一位贫
困户的孩子全杰通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贪玩不懂事，成绩也不理想。
在学校组织的德育活动中，我日益

明白父母为了我们付出多少辛劳，
很惭愧很内疚，现在我学习非常努
力，希望将来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也能报答父母。”他说。据班主
任王文超介绍，入学时，全杰通在全
县排名 2000名开外，现在已经进入
前100名。

“贫困没面子，脱贫最光荣”“靠
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命运”……日
益深入的德育教育助力脱贫攻坚
战，不仅在校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还在社会上产生了令人欣喜的“溢
出”效应。老城镇黑龙庙村村民刘
根太，原是个懒散的贫困户，在上初
中的大女儿和老师劝说下，幡然醒
悟，2016年承包 20亩果园，今年杏
李大获丰收，一举脱贫。同时，受到
家乡感召，不少当年因贫困辍学、北
上南下打工的淅川人也纷纷“回巢”
创业，投身脱贫攻坚。大石桥乡西
岭村人张云鹏，经过近二十年打拼，
挣下不菲身价。3年前，他回到老家
投资上千万元包下 4000 亩荒山种
植经济林，带动全村 30 多户贫困
户。“我有个愿望，让全村乡亲们都
告别苦日子，让孩子们不再因为家
里穷辍学。”

一方面，以德育教育大力营造
脱贫攻坚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淅川
从硬件着手，想方设法改善教育条
件，确保孩子们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近几年，在并不宽裕的财政条
件下，该县筹措资金近 5亿元、征地
1900余亩、实施 170个项目，新建、
改扩建校舍近 30万平方米、运动场
地 30多万平方米，按标准完善配套
了教学设施设备。投资上亿元的思
源学校实现秋季招生，投资 2000万
元的特殊教育学校完成搬迁，投资
3.5亿元的新五高建设快速推进，城
区学校布局更趋优化，均衡发展取
得实质性突破。

为加大对贫困学生帮扶力度，
淅川县专门成立了助学基金会，
2016 年以来共募集资金 262.6 万
元，为 2000 多名贫困学生免除学
费、住宿费 186.6 万元。同时，向社
会各界发出爱心助学倡议书，广泛
动员社会公益组织采取募捐、义卖、
自筹等形式筹集善款，帮助数千名
贫困孩子圆了大学梦。

八百里丹江烟波浩淼，三千年
楚韵源远流长。

一人向善，生命充盈；一地向
善，和谐美好。

真善美的种子，在丹江两岸处
处发芽；积小善如涓涓细流，已经汇
成江河。对德育的执着追求，正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淅川的生动
实践，也必将汇聚起振兴渠首的强
大力量。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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