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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北晨 刘晓波 王昺南

堤北，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堤南，万亩
菊花花开正盛。8月 19日，走进与黄河仅
一堤之隔的开封市祥符区刘店乡万亩万寿
菊扶贫基地，宛如置身黄色花海，微风拂
过，花香阵阵。

“三山一滩”地区是我省精准扶贫的主
战场。刘店乡地处黄河滩区，当地农民过
去常年在黄土地里刨口粮，种植结构单一，
广种薄收，种地对农民来说，仅能维持温
饱，想让土里生“金”，难。

咋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眼瞅着开
封市菊花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刘店乡党委

书记朱登斌把目光瞄向了时下最火的万寿
菊：“滩区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水资源丰富，
种植万寿菊有天然优势。”开封捷怡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怡公司”）正是看
中了刘店乡的这些优势，双方一拍即合。

去年以来，刘店乡流转1.2万亩土地打
造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项目，并以村为单位
成立14个农民种植合作社，以“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运营。捷怡公司负责提供种
苗、回收菊花、进行技术指导；农民合作社负
责土地租赁、菊花种植与采摘。记者了解
到，项目区内的 4个村共有贫困户 372户，
全部参与了此次土地流转，以土地入股，每
亩地每年分红不低于800元。另外，贫困户
通过利用金融扶贫贷款资金建设的育苗温
室大棚入股，每户每年分红3000元。

不仅如此，来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摘
花还能挣钱。耿玉荣住在十多公里外的大

高店村。当天早上 5点多，她就骑着电动
车赶来摘菊花，半天工夫就摘了 50 多公
斤。“俺没事儿就过来，一天能挣七八十块
钱。”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需要 4000人采
摘作业 5个月，预计每人每年可增加收入
5000多元。

菊花摘下来，如何深加工？在祥符区
黄龙产业集聚区捷怡公司的生产线上，新
鲜的万寿菊正被制成叶黄素膏。该公司负

责人于怡然告诉记者：“万寿菊花蕾中含有
的天然叶黄素，有‘植物软黄金’的美誉。
每吨叶黄素膏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约为 14
万元，我们生产的叶黄素膏出口到墨西哥、
澳大利亚等国家，效益十分可观。”

除了叶黄素膏，万寿菊还可以被制成
菊花茶、叶黄素饮料等。围绕万寿菊深加
工，刘店乡积极延伸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万寿菊花期长，不仅经济价值高，还
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刘店乡借助黄河文化
生态带建设机遇，计划在未来 2到 3年内，
将万寿菊种植规模扩大到10万亩，打造集
休闲、采摘、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业。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开封菊花文化
节今年将首次在刘店乡设立分会场，我们
的万亩花海即将迎来更多客人。”朱登斌开
心地说。③8

本报讯（记者
史 晓 琪）8 月 21
日，记者从我省教
育部门获悉，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评审结果日前
揭晓，其中，资助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600 个，资助金
额为120万—130万元/个。其中，我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等 3所高校的 4个项目上榜，将分别获得 130
万元/个的资助。

作为中国人才梯队最重要的两个台阶，杰出青年和优秀
青年已成为每一个青年学者的奋斗目标。根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发布的公告，今年共有来自 196家单位的 600位申请
人的项目入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比去年增加 200个。
其中，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各有24个项目，并列第一；南京大
学共有 21个项目，位列第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各有
19个项目，并列第四。

我省上榜的 3所高校的 4个项目分别为：郑州大学 2个，
分别是肠道和肠癌干细胞的微环境（项目负责人朱平平）、群
体智能多模态优化理论与方法（项目负责人梁静）；河南大学
1个，项目名称为 II-VI1 族半导体量子点发光材料与器件
（项目负责人申怀彬）；河南师范大学1个，项目名称为新能源
无机纳米催化材料（项目负责人白正宇）。③5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哟，李书记来了。我正和面蒸馍呢，
一会儿在家吃饭吧。”

“不吃了，今天就是来家里看看。”
8月17日，省民族宗教委驻柘城县远襄

镇东街村第一书记李国杰来到昔日的贫困
户杨复元家中。崭新的二层小楼，宽敞整洁
的庭院，家具家电一应俱全，令人很难想象
几年前这个家庭的窘境。

2015 年 8 月底，李国杰刚开始驻村。
用了一个月，他起早贪黑，跑遍了全村 183
户贫困户，摸清了“家底”，将村里真正的贫
困家庭识别出来。杨复元一家就是那次新
识别出来的贫困户。

“杨复元夫妻俩患有慢性病，一家人
受此拖累，50多平方米的破屋里可说是家
徒四壁。”回想第一次到杨复元家的场景，
李国杰仍然历历在目。进行危房改造、办
理医疗保险、免费技术培训、申请助学金
……李国杰和驻村工作队员们想方设法帮
助这家人重新站了起来。如今，杨复元夫

妻俩治好了病，通过卖粽子每天能收入
200元，孩子也找到了工作，实现了稳定脱
贫，日子越过越红火。

几年间，类似的脱贫故事在东街村不
断上演。村会计韩卫生说：“他对村民是真
亲，真心为大家办事，村民也真信他、服他。”

东街村是回族聚居村，全村2800余人
中，回族人口占比近 90%。许多村民从事
牛羊养殖及屠宰加工，导致大街小巷经常

污水横流。在省民族宗教委的大力支持
下，李国杰带领驻村工作队整合资金 300
多万元，硬化道路2.63万平方米，修建下水
道 3000多米，还修缮了农田水利设施，建
起文化广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道路整洁了，环境变美了，如何带领村
民富起来就成了李国杰心中的头等大事。
长期以来，东街村集体经济一片空白，是个
无资金、无土地、无项目的“三无”村。结合
村里的具体情况，李国杰组织成立了村集体
经济发展委员会，并争取160.8万元资金，发
展育肥羊项目，又通过省民族宗教委的协
调，联系省内龙头企业和养殖基地在技术和
销售方面给予支持，并在村里选出经验丰富
的能人赴养殖基地学习。

2017 年 11 月，正当育肥羊项目发展
到了关键期，李国杰驻村时间已满两年，他

主动要求继续驻村。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发
展，如今村集体规模化养殖山羊477只，带
动村民养殖山羊 1000 余只。此外，村内
200千伏的光伏发电项目已经并网，每年
可为每户贫困户分红300元。

“村集体经济发展了，一方面可以让贫
困户分红，另一方面可以带动村民增收。
村民愿意养羊的，由村委会统一购买，统一
销售，在养殖过程中提供防疫、饲养等技术
支持。只要贫困户愿意干，就一定能够实
现增收脱贫。”李国杰说。

加强支部建设，规范组织生活；协调资
金改善村办小学的硬件设施；建设10亩种
植大棚，带领群众发展大棚种植项目……4
年来，东街村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李国杰的
足迹。

再过一个多月，李国杰就要结束驻村
了。最近，他每天都带着新任第一书记走村
串户，熟悉村情。“东街村的发展已走上正
轨，对于未来发展也有长期规划。在我任职
期间虽然不能干完，但我相信东街村一定会
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李国杰说。③4

基层亮点连连看

争做 河南人

菊花开时满地金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揭晓

我省3所高校4个项目
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扶贫路上殷殷情
——记柘城县远襄镇东街村第一书记李国杰

8月 20日，在濮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东湖举行
的 2019年中国极限运动大
会摩托艇比赛进入第二个
比赛日，选手在对抗赛中激
烈竞逐。 新华社发

▲湖面飞驰
▶你追我赶

水上

（上接第一版）
2018年 1月，心连心公司共筹措

衣物 7061件，捐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的贫困群众。

2018年 8月，心连心公司向新乡
市道德模范奖励帮扶基金捐款 100万
元，成为首批捐助单位。

2019 年，向新乡市延津县、山西
省大同市广灵县等地捐赠化肥……据
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心连心累计为公
益事业捐赠超过 1亿元。而心连心的
善举，还一直在路上。

危难关头显身手

心连心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是
只会掏钱出物。当出现危及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情况时，心连心人总是忘
记个人安危，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像战
士一样不惜流汗、不怕流血，用血肉之
躯建成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

2016年 7月，新乡遭遇特大暴雨
灾害。提起当时心连心公司的表现，
新乡县的广大干部群众至今仍赞不绝
口。

2016年 7月 9日凌晨3时起，新乡
6小时降雨量高达350毫米，位于新乡
县境内的大泉排水河突发险情，滚滚
洪流涌进千亩良田，危及周边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心连心出动应急救援
队，全力抗洪。

7月 9日上午9时 30分，当时已经
62岁的刘兴旭，立即赶往抗洪一线，同
时紧急组织后援力量，先期一支 30余
人组成的抢险队跑步赶到集合地点，
乘班车开赴抗洪一线抢险救灾，紧随
其后一支 30余人的抢险队也迅速抵
达现场。

暴雨依旧在持续，河堤外的庄稼
地已经是一片泽国。抢险人员有的将
编织袋运送到现场，有的往编织袋里
装土，有的在河水里摆放沙袋……分
工明确，现场抢险紧张有序，心连心公
司又主动调来架子版、钢管、饮水和专
业的基建队，把公司的挖掘机也开到
了决口现场，与当地政府和村民并肩
开始了一场抗洪攻坚战。

挖掘机在外围一次次堵住决口，
又一次次被汹涌的洪水冲开；抢险队
员一次次把沙袋垒起的防洪堤垫高，
河水又一次次地上涨——从上午 9时
30分开始，抢险队员们冒着瓢泼大雨，
忍着饥肠辘辘，没有换班，没有停歇，
一直奋战到下午 2时 30分，决口被彻

底堵住，险情被成功控制。
7月 19日，暴雨再次降临新乡，致

使辉县山区山洪暴发，新乡县合河乡
共产主义渠下泄洪水量超过泄洪量峰
值，群众家园再次告急！

当天上午，刘兴旭立即做出安排，
首批 30人的抢险队伍赶赴合河乡贾
桥村防洪大堤，同时主动无偿援助 10
万条编织袋。在黄昏时分，根据前方
灾情需要，已经忙碌一天的刘兴旭，再
次率领170人的“援军”赶赴距公司27
公里的防洪大堤一线。

刘兴旭主动请缨，承担了最危险
堤段的加固工作，带领心连心人冲锋
在加固最前线。在抢险队伍中，他忘
了自己已年过花甲，装沙袋、搬沙袋、
指挥抢险，来来回回，没有停歇。

凌晨一点钟，堤坝加固工作完成，
装运了 15000多条沙袋，近 3000条编
织袋装上沙土以作预备。然而心连心
人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因为暴雨还没
有停止，洪峰还没有退去。

安排完心连心抢险队换班休息，
刘兴旭又带领值班人员冒雨前去河堤
检查险情，随后和相关人员筹划后期

防汛措施，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公
司，再次组织 100 余人前去轮换。后
来根据县里安排，心连心公司又组织
100余名员工在前线轮班坚守了三天
三夜，直到洪峰完全退去。

员工都是“活雷锋”

6 月 22日，心连心公司鲁东大区
业务人员刘光福等九名员工，在销售
季节结束踏上了回新乡总部的车程。
途经山东济南天桥服务区休息期间，
发现一位八岁左右的小男孩眼中含着
泪花，正在焦急地寻找着家人。

经过他们仔细询问，才知道孩子
在服务区上过厕所出来后，发现大意
的妈妈竟然把他落在服务区，自己开
车离开了。听到这个情况，刘光福一
边安慰孩子不要害怕，一边拨通了孩
子妈妈的电话，让她放心开车，从下个
高速口折返，这期间他们会一直陪着
孩子，保证孩子的安全。

为了安抚孩子的情绪，几个“大老
爷们”变着花样陪孩子玩耍，不一会
儿，孩子的情绪明显缓和下来。半个

小时过去，他们再一次联系孩子的妈
妈，跟她一再沟通确认后，把孩子交到
天桥服务区警务人员手中，才放心地
和孩子挥手告别。

心连心公司总经理张庆金自信地
告诉记者，6000 多名心连心员工，不
管是谁碰到这件事，都会一样毫不犹
豫地伸出援手！

遇到有人迷路了，心连心员工会
热心地给他指路；在路上捡到了东西，
心连心员工会想方设法交还失主；跌
倒的老人心连心人敢扶，落水的儿童
心连心人敢救，路遇歹徒心连心人敢
挺身而出……这就是“爱管闲事”的心
连心人！因为员工“爱管闲事”，心连
心公司每年都会收到数十封感谢信或
者锦旗。当地群众都说，心连心员工
都是“活雷锋”。

心连心员工的一次见义勇为，还
曾引起中央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2010年 3月 7日，刘兴旭一行4人
驱车赶往咸阳进行商业考察，当行进
到福银高速陕西永寿段时，前方后方
不远处，均发生了车辆连环相撞事故！

刘兴旭赶紧让司机将车子在安全

地带停好，一边让司机拨打报警电话，
一边猛地推开车门，飞步跑向事故现
场，同时对着远处车上的司乘人员喊
道：“发生交通事故了！我们大家赶紧
去救人啊！”

整个事故现场一片狼藉：20辆车
连环相撞，有几辆大车撞到一起，有的
大车将小车挤压在车底，有的相互追
尾，事故造成 5 人当场死亡，19 人受
伤。同时造成这一路段由北往南堵
车，外部救援车辆难以接近，一个个生
命危在旦夕！

刘兴旭和他的同事用随车携带的
工具砸碎车窗，拽开车门，从变形的车
厢里连拖带抱把一个个伤者抬下来，抬
到停在远处的 120急救车上，汗水、血
水很快就湿透了刘兴旭等人的衣裳。
紧张的援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快速及
时的抢救，为一个个生命赢得了宝贵的
救治时机，19 个伤员全部成功获救。
当最后一个伤员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刘
兴旭一行悄然离开了事发现场。

从此地路过的新华社记者王玉
山，抢拍到了事故照片，也记录了刘兴
旭的义举。

“董事长带头见义勇为做好事，给
企业上下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帮助他
人、回报社会，这样的事情心连心人要
一直做下去！”张庆金说。

心连心50年：一腔真情馈社会

他对村民是真亲，真心为大家
办事，村民也真信他、服他。

本报讯（记者 卢松）8月 20日，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河南省代表团成立大会在郑
州举行。我省代表团共由教练员、残疾人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231人组成，15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18个项目的比赛，参赛
人数创历史新高。

本届全国残运会主赛期将于8月 25日至 9月 1日在天津
市举行，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将参加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篮
球、聋人篮球等 5个大项 182个小项的比赛，并参加田径、乒
乓球、羽毛球、滚球、轮滑等5个项目的第七届特奥会比赛。

在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提前举行的自行车、射击等赛事中，
我省64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8个项目的比赛，目前已获得
3枚金牌、12枚银牌、10枚铜牌。③9

河南代表团出征残运会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很高兴能来河南参加黄河诗会，这为我和全国各地的诗
人提供了一次面对面学习与交流的机会。”8月 17日，前来商
丘参加河南省第22届黄河诗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南是诗歌重
镇，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诗人，诗歌佳作更是浩如烟海。

在吉狄马加看来，正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政府对文
化发展的高度重视，营造了很好的诗歌生态环境，培育了黄河诗
会、杜甫国际诗歌节等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活动。“诗歌是一种
包含信仰、文明、爱和感恩的人类情感的回归，会让更多的诗人
在回望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吉狄马加说。

面对近几年《诗词大会》《为你读诗》等诗歌类节目越来越
多的现象，吉狄马加认为，今天诗歌的回暖是一个必然现象，
这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摆到了很重
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好事。“诗歌不能高高在上，要进入公众生
活。从小读唐诗宋词，对一个人陶冶情操、塑造美好人格是很
重要的，有些诗甚至会滋养你一辈子。”吉狄马加说，数千年
来，诗歌一直在塑造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品格。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诗歌更不应该缺位，诗人有责任
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这也对诗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诗人如何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最具本质意义的作
品，我想这也是举办这次黄河诗会的重要主旨内容。”截至目
前，黄河诗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22届，新时代也赋予了诗会新
任务和新内涵。谈到诗会的未来，吉狄马加说：“希望诗会能
不断升级完善，促进诗歌的繁荣和发展，成为国际诗歌交流的
平台。”③9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
名诗人吉狄马加：

河南是诗歌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