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太平镇东坪村，提及“秋嫂”无人不知，
她凭借坚强和韧劲儿成为当地群众学习的榜
样。“秋嫂”名叫陈秋侠，2012年她原本幸福的
四口之家，因为丈夫突发脑溢血陷入困境。

“我就是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个钉。”
2016 年，陈秋侠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秋
嫂”感到生活无靠无助无望，不知道该从何处
下手。

“秋嫂”的消沉被帮扶责任人鲁其欢看在
眼里，根据陈秋侠家致贫原因和实际情况，为
她的丈夫办理了低保、残疾证、长期慢性病卡
等，给陈秋侠提供了村部保洁公益岗位，还将
她家种植的 300棵山茱萸纳入仲景宛西制药
公司的 GAP基地，帮助“秋嫂”加入爱农菌果
药合作社。

“政府掏心窝的帮我们，我们自己也得干。”
帮扶责任人的全力帮扶让陈秋侠看到了希望，
她开始振作精神。有零工做就去做零工，到了
山茱萸收获的季节，她一株也不放弃，每天起早
贪黑充满干劲。2017年在政府的帮扶下，陈秋
侠也通过开办农家乐实现稳步脱贫。

“她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我
们还有啥理由不好好干。”二郎坪镇中坪村贫
困户张见增在村里的讲习所观看了陈秋侠的
事迹后，深受感动。一直打光棍、懒懒散散的
他，开始主动找起活儿干来。

“激发贫困群众生活的内生动力，就要让他
们感受到生活有希望，这种希望一方面来自我
们政府的帮扶，一方面来自他们身边的人、身边
的事儿。有了希望贫困群众自身就有了干劲
儿。”西峡县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元朝说。

为了让外力和内力更好的结合，西峡县完
善组织机制，千名帮扶干部走出机关，入村串
户，深入贫困群众，按照“一对一”结对帮扶，根
据贫困户所需所求，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确保
贫困户“一户一策、一人一技”落到实处，让群
众精准了解扶贫政策，感受政府帮扶的温暖。

用好讲习所、“爱心超市”平台，围绕“思想
教育、技能培训、文明风尚”三大主题，提升干

群整体素质。截至目前，全县兴建讲习所 47
个，巡讲163场次，参与群众近2万人次。

培育典型人物，西峡县将自强不息的“秋
嫂”、盲人脱贫群众姜中亮等 487户脱贫致富
标兵的人物事迹通过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平
台，广泛传播，用身边人、身边事儿感化、鼓励
贫困群众，激发内生动力。

以文育人，涵养乡风文明。为了让文化在
脱贫攻坚中发挥润物无声的力量，县艺术团、
民间艺术团走村入户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将传
统文化融入乡村建设中，用接地气的语言，熟
悉的场景，营造向上的民风，让孝老敬亲、勤俭
节约、勤劳致富的乡风文明扎根乡村。

以德化人，提升内涵。自 2016年起，西峡
县在全县范围开展以“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
德、争先锋先进、做好人好事”为内容的“传树
争做”活动，引导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两
年来，先后涌现 382名“传树争做”先进个人，
成为提升贫困群众精气神的重要载体。走进
西峡的各个村党群服务中心，“好婆媳”“文明
家庭”“十大孝子”等表彰展板格外引人注目，

“传树争做馆”“好人好事馆”展现的身边人、身
边事成为群众耳濡目染的力量。

这段时间，军马河镇白果村贫困户郭留敏
成了个大忙人，自从他学会了各种管道维修技
能，村里谁家需要帮忙，都会给他打电话，请求
帮助。

今年48岁的郭留敏2016年被识别为贫困
户。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的他，一度对生
活也失去了信心。帮扶负责人一趟一趟地往
他家里跑，给他鼓劲，想方设法让他勇敢地面
对生活，挑战自我。

去年，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他参加了扶
贫“一对一”技术培训，逐步掌握了各种管道维
修技能。现在他主动找工地，做安装管道的活
儿，以此来增加收入。在生活中，村里的乡亲
们需要帮助，他主动无偿帮助。“我能为大家做
事挺高兴，党把温暖送给我，我把温暖传大家，
应该的！”这是郭留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果、药、菌”是
西峡县的优势产业。该县借助香菇、猕猴桃、中
药材“三大支柱”，抓好产业和就业两大要素，将
贫困群众脱贫与支柱产业发展相结合，将3280
户 8063名贫困群众直接或间接嵌入“种植、加
工、服务”等各类产业链条中，已有1712户进入
食用菌产业链，850户进入林果业产业链，718
户进入中药材产业链，实现增收脱贫。

实施“双千计划”，开发护林员、保洁员、保
水员、保绿员等“四员”公益性岗位1000个，安
排符合岗位需要、外出就业困难的贫困家庭劳
动力转移就业；依托“村口车间”开发企业岗位
1000个，实现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

开展“千人培训”，以全民技能振兴工程为
主要载体，侧重培训周期短、易学易会、脱贫增
收见效快的“短平快”职业技能，围绕规模种养
殖、农产品加工、电商、旅游等与人社局、菌办、
药办合作，开展“订单式”“田间课堂”“授课入
户”等实用技术培训，转化就业，凝聚合力，助
力脱贫。

激发贫困群众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
展”转变，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志智双
扶”为西峡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支撑。
截至今年10月底，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10353
户、25212人，已实现脱贫5051户、14744人。

2018年12月4日 星期二
—— 南阳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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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树争做”
崇德向善唤醒脱贫志气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冯峰 王涛

傍晚，站在独山山顶，眺望南阳城区和白河两岸，灯火通明，璀璨夺目。

谁又能想到，40年前，南阳城区和白河两岸，夜幕下仅是点点灯火，星

灯难辨。

40年沧海桑田，40年灯火情深。40年南阳电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改革实践中，秉承“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南阳供电公司和

南阳电网在南阳电力人追波逐浪奋勇向前中自我革新，迎来一次次发展新

机，企业和电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继往开来，激荡四十年。

岁月峥嵘，薪火相继。40年来，南阳电网更加坚强，供应能力不断提

高，服务更加优质，业绩更加优秀，这一系列巨变，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改革

开放40年来南阳发展的辉煌历程。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南阳电力 90
年历史的开端。1928年 10月，内乡地方自治
代表人物别廷芳，在西峡口镇漆宝庙用 60匹
马力的柴油机带动一台 15千瓦的发电机，点
亮了南阳大地的第一盏电灯。从此古老的南
阳进入了以电力使用为主要标志的近代工业
文明时代。

此后，在南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相继零
星出现了油力、水力、火力等发电机组，但当时
电力的发展微乎其微，截至 1948年，南阳的小
火电、小水电装机总容量不过200千瓦。

新中国建立后，古老的南阳得到重生。国
家的有力支持、安定的政治环境，有力地促进
了电力事业的发展。从 1949到 1969年间，南
阳电厂 1、2、3、4 号机组相继投产，总容量达
15000千瓦，鸭河左岸电站 1、2号机组也相继
投产，总容量达 2720 千瓦，当时，以 10千伏、
35千伏为骨架的电网已经把电力输送到了一
市八县的城关和部分地区。从1965年到 1978
年，南阳第一条和第一座 35 千伏、110 千伏、
220千伏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相继建成，南阳电
力事业迎来了稳步发展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阳电力事业进
入一个高速度、正规化、大规模的发展时期，改
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也有力地促进了电力事业
的发展。

从 2014年供电缺口超过 70万千瓦，相当
于唐河、方城、镇平三个百万人口大县用电负
荷的总和，到 2016 年两座 500 千伏变电站投
运，再到今年实现最大供电能力达到 550万千
瓦，整体供电充裕，4年里，南阳电网发展迅速，
形成了以 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为龙头，白
河、群英、奚贤、玉都 4座 500千伏变电站为支
柱，220千伏电网为主体，110千伏及以下电网
覆盖全市城乡的现代化电网。

“十三五”期间，南阳电网投资达到 110亿
元，新建扩建 500千伏变电站 4座（白河扩、群
英扩、南阳南扩、淅川新建）、220千伏变电站
25座、110千伏变电站 84座，初步建成输配协
调的坚强智能电网。今年 1月-11月份，35千
伏及以上工程开工47项、投运23项，新增线路
长度372.85千米、变电容量101.3万千伏安，从
根本上缓解了多年来的供电缺口。

与此同时，用电量逐年增长，从 2003年的
52.5亿千瓦时，跃升至 2007年的 101.8亿千瓦
时，2017 年全社会用电量更是达到 204.57 亿
千瓦时，电量实现节节攀升，为推进南阳地方
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电力事业的发展拉动着经济的增长。电
网之于城市，如同身体里的动脉血管，为城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血液”。为
了保障“血液”输送畅通，南阳供电公司也及时
高效地配送“哪里有用电需求，电网就延伸到
哪里”的电力服务。

中关村南阳科技产业园区是京宛合作的
结晶。近年来，南阳供电公司不断加快实现产
业集聚区电网“两覆盖”的步伐，确保 110千伏
变电站覆盖每一个产业集聚区、10千伏配网覆
盖每一个企业。“自园区成立以来，南阳供电公
司为园区新建、改造线路 11.3 千米，新建 110
千伏星辉变电站,安装 63000千伏安主变压器
一台，为了保证医药企业的物流和冷链系统，
专门为企业提供了双电源建设。园区出现供

电故障，一个电话随叫随到，对园区的服务及
时、到位。”产业园副主任张东见证了供电公司
对园区发展作出的贡献。

在加速坚强电网建设的同时，南阳供电公
司建立市县两级应急指挥中心和管理体系，为
电网安上了“顺风耳”“千里眼”。全面开展高
危企业和重要客户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保
障了全市客户的供用电安全。

如今，坚强电网遍布南阳的各个角落，任何
一个企业在南阳的任何地方落户，南阳供电公司
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合格的电能及时送达。

在无数电力人的追求与奉献中，卧龙大地
的天空一天比一天璀璨。“十三五”以来，南阳供
电公司在加快电网建设、推动外延式发展的同
时，更加注重技术改造、提升内涵式发展，积极
以“外延、内涵”“双轮驱动”南阳电网建设，迎接
地方经济迅猛发展的挑战，实现从“又快又好建
设电网”向“又好又快发展电网”的转变，做到

“月月有工程建设施工,电网建设均衡分布”，为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南阳供电公司一如既往紧扣“电网建设”
不放松，抓住地方经济跳跃发展的良好机遇，
深入实施质量强网战略，努力提升电网整体效
能，更好地发挥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官”作用。
一方面，持续优化主网网架，另一方面，全力打
造可靠的城乡配电网。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看
看今天的南阳电网，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主网建设成就喜人：2016 年-2018
年，分别完成电网总投资35亿元、21亿元、26亿
元，其中 2016年位居全省第一，2017年、2018
年位居全省第二。500千伏群英变扩建工程投
运，南阳电网供电能力提升至 550 万千瓦。
2017年，投产220千伏、110千伏工程20项，新
增变电容量134.2万千伏安、线路330.25千米。

——社会用电量呈跨越式增长：从 1978
年 5亿千瓦时，到 2007年突破 100亿千瓦时，
再一路飙升到 2017年年底 204.57 亿千瓦时，
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

——不停电作业成常态：加快不停电作业
中心建设，成立宛西、宛南、宛北三个不停电作
业区域协作中心，常态化开展配电网不停电作
业，不断提升配网供电可靠率。截至 11月底，
今年完成配网不停电作业2600余次。

——履行社会责任树形象：在众多历史紧
要关头，南阳供电人始终冲锋在前。从 2008
年初援湘抗击特大冰雪灾害，到 5月援川抗震
救灾，再到2009年援川恢复重建，进而到2012
年服务第七届全国农运会，以及服务南水北
调、郑万高铁等等。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助力全市农村脱贫，2015年以来，共投入资
金 63.05亿元，完成 759个贫困村、199个深度
贫困村电网脱贫改造任务，方城、镇平、内乡 3
个县实现电网脱贫。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展望未来，南阳供
电公司将不忘初心，全力践行“人民电业为人
民”的企业宗旨，着力为客户创造价值，不断提
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发展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加快构建以客户
为中心，高效便捷、主动精准、价值共创的现代
服务体系和以电为中心，清洁高效、智能互动、
开放共享的现代能源消费体系。

改革，一直在路上。开放，让发展之路更
宽。南阳供电公司将始终恪守“努力超越、追
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与时代同行。前景可待，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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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杨文甫 封德

11月30日，星期五，又到了“积分兑换”的日子，在西峡县二郎坪镇的“爱心

超市”里，陆续有贫困户前来，尽管只是换到一袋面粉或者一包盐，他们却显得

格外珍惜。“这是我们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只要肯干就一定有收获。”湾潭村贫

困户石廷华说。

在“爱心超市”外的捐赠栏里，记者发现，来自十几个脱贫户的捐款赫然在

列，从100元到300元不等。在政府的帮助下脱贫后，他们希望能用自己微薄

的力量激励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群众共同脱贫致富。

像这样的“爱心超市”在西峡县已经有72家，而“爱心超市”只是该县“志智

双扶”的一个缩影。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期，面对贫困户“等、靠、要”思想问题，西

峡县从深层次寻找解决方法，探索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倡导脱贫光荣、美德光荣

的社会氛围，营造“劳动光荣”“致富光荣”氛围，增强“造血”能力，实现由扶贫到

扶志、扶智的转变，激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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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500千伏群英变电站

为群众送去“精神大餐” 李金喜 摄

为贫困群众传授香菇种植技术 张宇 摄

“三下乡”活动为贫困户送春联 李炳 摄

“授人以渔”
技能培训激活“造血功能”

首盏电灯 点亮南阳

锐意进取 科学发展

沧桑巨变 铸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