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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伊滨区

全域绿化打造宜居城市

阳春三月，大棚草莓的采摘季到

了。宜阳县高村镇丰涧村草莓种植大户

乔倍志忙得不可开交。“两棚草莓都熟

了，就地卖上了好价钱。”手捧鲜嫩的草

莓，老乔脸上笑开了花。

老乔的“甜蜜事业”，源于当地深入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实践。近年，宜阳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力发展特色

高效农业，让农业产业更成体系、更具竞

争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

释放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紧扣特色调结构。当地通过调减旱

地玉米等低效作物规模，按照“规模调

大、品质调优、效益调高”的原则，大力发

展花椒、中药材、花卉苗木、蔬菜、时令鲜

果、核桃、牡丹、花生、烟叶等特色作物种

植，扩大红薯、谷子、小杂粮等耐旱作物

的种植面积，提升土地产出率和生产效

益。目前初步形成了58万亩小麦、20万

亩花生、20万亩蔬菜、10万亩谷子、10万

亩红薯、9万亩杂豆、6万亩烟叶、3万亩

中药材、8万亩水果、2万亩绿化苗木的

种植格局。

抓住龙头延链条。宜阳发挥政策引

导作用，重点培育了一批产业关联度大、

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支持企业

实施“三品一标”认证，强化品牌建设，不

断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目

前，全县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到38

家。此外，当地发挥生态、文化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旅游+”“生态+”“互联

网+”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了锦屏山生

态园、电商产业园、红星陶瓷创意园等园

区。

紧盯融合强沟域。近年，宜阳把发展

沟域经济作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重要载体，引领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在连昌河汉唐文化休闲农业带，汉唐文化

主题公园、三乡驿、中心镇实施亮化工程，

打造300亩沿河水系景观，滩涂农业实现

综合开发，初步形成了果蔬采摘、古建筑

群落旅游、民俗体验等综合性农业休闲观

光带。莲庄镇七彩莲花谷一期工程已经

完工，滑草场、射箭场、二十四节气文化

广场等建成迎宾，真正使无人问津的山

沟成了群众增收的“香饽饽”。

一个脆甜的苹果，为贫困户带来了增

收的希望——洛宁县依托海升、众森等龙

头企业带动，全县水果面积达25.5万亩，

带动2100余名贫困群众在内的3.6万人

增收致富。

一枚新鲜的鸡蛋，为贫困户带来了一

份收益——洛宁县在我省率先探索实施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和北京德青源公司合

作实施金鸡产业扶贫项目，带动600余户

贫困群众年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近年，洛宁县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向，持续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上挖潜力、提品质、强带动，农业产业化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布局结构调优，推动经营规模化。

洛宁在产业结构上突出水果、粮食、菌

蔬、畜禽、林业五大优势产业，在产业布

局上突出“西果、东粮、南林、北牧、中部

菌蔬”五大核心板块区域，全县新发展的

特色种植养殖项目60%以上集中在优势

主产区。该县还坚持“一乡一沟域、一沟

一模式、一沟一特色”，谋划实施了两条

市级、两条县级、12条乡级沟域经济产业

带，豫西苹果谷、春山溪谷、关庙梨花源、

国际陶艺村等沟域经济产业带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

品种结构调优，推动生产标准化。洛

宁依托国家级出口苹果示范区、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创建等标准生产基地，在产品品

种上突出苹果、金珠沙梨、食用菌、蔬菜、

肉牛等10种优质农产品。该县实施了绿

色有机农业转型升级行动，年产10万吨

的炭基有机肥厂建成量产，全县“三品一

标”农产品基地达到50个，总面积51万

亩。在去年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上，洛宁

苹果实现网上订购1.6万余单。

产业链条调优，推动发展产业化。洛

宁引进了云鹤、谷色谷香等一批特色精深

加工项目，引进培育了德青源、天豫等一

批亿元以上产业化龙头项目，特别是引进

的海升现代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带动形

成一个集一产、二产、三产于一体融合发

展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全县有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23家，培养了一大批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宜阳 调结构提升农业竞争力
洛宁 调结构拓宽农民致富路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白云飞 张珂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孙自豪 赵笑菊

日前，河南省邦仕顿

润滑油有限公司卓伦车友

俱乐部爱心车友来到栾川

县，开展“扶贫济困，你我

同行”献爱心活动，助力爱

心公益事业。在栾川县潭

头镇汤营村、潭头村和庙

子镇的杨树底村，爱心使

者走村入户，看望了村里

的特困户、孤寡老人和留

守儿童，将带去的食用油、

大米和慰问金送到家中。

本报记者 黄红立摄

为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实现，做实做强“三农”金融服务工作，近

日，伊川县农商银行在彭婆镇朱村举行以“实施整村授信，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整村授

信活动，现场为80余个农户进行了授信信息采集。周红晓 姚晓芳摄

程颢、程颐兄弟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大

思想家、大教育家，程朱理学的奠基人。

位于今嵩县境内的田湖镇程村，是程颐晚

年居住和终老的地方。自明代以来，程村

就是皇帝敕封的“两程故里”。

二程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

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成名弟子，而且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二程

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明理修德。围绕着这

个核心，二程提出了以明理修德、立志于

学、贵于自得和诚敬为本为主要内容的教

育思想体系。二程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中

国古代教育圣贤关于教育的一以贯之的

精粹要义，对贯彻落实当前新的教育理

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也具有重大的

指导和启迪意义。

在二程的整合教育思想体系中，明理

修德是核心。明理就是明晓天理，也就是

要明晓和恪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

法则；修德就是修养道德，也就是要以德

育人、以德立人。在这里，二程把天理与

人伦有机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作为其教

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在强调有关

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与终极目的。因为这

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受教育者立身处世

的基础和关键。一个受教育者在接受教

育的过程中，即使获得了足以自傲的学

识、技艺和能力，但如果既不明理、又不修

德，那就是教育的失败。所以程颐说“学

本是修德”，又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

性而已”。程颢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

实际上，中国传统教育一直都十分重

视对学生品德的教育与培养。当然，现代

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品德修养。我们提倡

“德育为首、五育并举”，强调教师要“教书

育人”，也就体现了这一点。但由于长期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因而在具体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忽视和淡化对学生

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今天，我们重温

二程“明理修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醍醐

灌顶、幡然悔悟的感觉。再看到那些只教

书、不育人的教师，看到那些认为德育只

是政教处或班主任的职责的偏颇观点，看

到那些把中学德育主阵地——思想品德

课堂演绎成知识识记和应试工具的现象，

看到那些嘴里说着感恩、口里喊着“父母

呼、应勿缓”却动辄无理冲撞老师、父母，一

到家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千呼万唤

始出来的天之骄子，我们就会有一种痛心

疾首的焦虑。的确，在此情况下，重举二程

的立德树人理论，匡正我们的教育主导思

想，重建学校德育教育体制，把二程“学本

是修德”的思想贯穿落实于教育全过程之

中，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真

正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了。

立志于学，是二程教育思想的又一主

要内容。二程认为，立志，不仅要早，而且

要笃。学生立志要从小开始，从入学开

始。这就好比参天大树，没有志向之根，就

不会有干云之木。只有早立志，才能“有本

固也”。同时，立志要笃，“夫以一夫之身，

立志不笃，则不能自修”。特别是作为一名

学生来说，不立志，或立志不笃，都是不能

搞好学习、成就功业的。这无疑对当今教

育仍具有重大而深邃的指导意义。因为在

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学生中，不仅存在着无

志可立、随波逐流的现象，还存在着立志不

明、立志不笃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

制约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与修养。

立志成为圣贤，是二程教育思想的最

高目标，也是二程立德树人的最高境界。

所以，从另一角度和意义上来说，立志于

圣贤，又是二程对“明理修德”教育目的的

一个延伸和细化。孟子曾经有一个“人皆

可以为尧舜”的人性善论命题，程颐也说

“人皆可以至圣人”。在这里，他们强调的

实际都是一个立志修德的参照与目标问

题，是说只要我们立志笃定，通过不懈的

努力，人人都可以达到圣人的思想道德境

界，成为像圣人那样的人。

那么，在古人的心目中，圣人的思想

道德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呢？一个是“言足

法于天下”，就是其思想言论足以为天下所

效法，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再一个是“德配

天”，就是其道德品行可与天地匹配，极言

道德之高尚盛隆。在二程看来，圣人也是

人，也有做不到的事情。人只要有自信，确

信自己能达到圣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就一

定能成为像圣人那样的人。因此，二程强

调：为学者要“立志成为圣贤”，要按照圣贤

者的思想道德标准，努力地去尽人之道，明

晓事理、修德养性，并心怀天下。

在学习方法方面，二程提出了“贵于

自得”的教育思想，在学习态度方面，则强

调了诚敬为本的重要。

贵于自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感悟去

明晓事理，获取知识和技能，而不是靠老

师的讲解去被动地接受。老师只是起一

个主导作用，关键还要靠学生自己的理

解、探究、感悟和生发。所谓“师傅引进

门、修行靠个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那

么，学生如何能通过自己的理解、感悟而

“自得”呢？二程认为关键在于善思。程

颐曾说：“学原于思”，又说：“思曰睿，睿作

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无

知”“学莫贵于思”“为学之道，必本于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考之于学习，之于自得，是非常重

要的。只有勤思、善思、深思的人，才能质

疑释疑、内化所学，并最终有所得，有所进

步，有所创新。现代的新课程理念强调要

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倡导合作探究学

习方式，明确提醒老师要注重启发诱导而

尽量少讲、精讲或不讲，其根本目的就在

于引导和培养学生学思结合，通过深入思

考、感悟而自得的良好学习习惯。因此，

学习研究二程“学原于思，贵于自得”的教

育思想，深入、全面地贯彻落实新课改倡

导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学习方式，显

得既非常需要又十分迫切。

二程提出的“诚敬为本”的教育思想，

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也同等重要。

因为诚敬之心是做好包括学习在内的一

切事情的前提，是学习和修养的态度问

题。程颐曾强调指出：修学不以诚，则学

杂；处事不以诚，则事败；与人不以诚，则

德丧。的确如此，不管是学习行事还是修

德为人，一旦失去诚敬之心，什么明理修

德，什么立志于学、成为圣贤，什么学起于

思、贵于自得，都是枉然。所以说，培养学

生的诚敬之心，让他们端正态度、严于自

律，以诚恳的心态去学习，以敬畏的心态

去修德，才能打好为学为人的基础，获得

教育的成功。

总之，二程教育思想体系中几个方

面的内容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它

集中体现了二程有关教育的微言大义，

是二程对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也

是我们应该永远传承的宝贵精神文化遗

产。在学习研究和借鉴二程教育思想的

过程中，一定要通晓其本质意义，并紧密

结合时代与国情特点，使其生发出当今

教育的智慧之光。（作者单位为河南省洛
阳市嵩县实验中学）

3月16日，春光明媚，嵩县大章镇扶

贫产业园一派生机。在洛阳铭悦服饰有

限公司的扶贫车间里，几十名女工正在缝

纫机前缝制衣服，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洛阳铭悦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总是一

个励志的女强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女

强人！”大章镇扶贫产业园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该公司从2017年8月投入生产，累

计带动就业80余人，其中贫困户30余人。

女强人名叫张松会，1977年出生在

嵩县大章镇的一个贫困家庭。1993年，

张松会被洛阳某干校录取，面对高昂的学

费，亲戚们都反对她上学，但张松会的父

母没有放弃，四处筹钱，让她完成了学业。

家庭的贫困，激发了她创业的梦

想。1996年，张松会毕业，之后做过代

课教师，跑过保险，外出打过工，后来又

在镇上开了一家影楼，生意不错。2011

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3年，偶然的一次机会，她了解

到“巧媳妇工程”给农村带来的好处，村

里的姐妹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不用外

出打工，留守儿童就不用跟母亲分开了，

于是她把梦想定格在服装加工厂。

创业之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第

一次创业，因没有经验，最终以失败告

终，投入的10万元血本无归。但她没有

放弃，2014年年底，她和丈夫再次筹款

30万元，在嵩县县城开办了服装加工

厂。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她的服装加

工厂产量上来了，经营稳定了。

2017年，大章镇建立了扶贫产业园，

邀请她回家乡发展，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张松会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当年8月，洛

阳铭悦服饰有限公司正式进驻大章镇扶

贫产业园，更多的姐妹实现了打工顾家

两不误。星期天，张松会会把员工的孩

子集中起来，在党建活动场所给他们辅

导作业，讲励志故事。她每天还引导员

工跳20分钟的广场舞，让她们身心愉悦。

“说句真心话，在自家门口就业确实

方便多了。你对我们真的太好了，我们

知足了！”每当听到姐妹们由衷的话语，

张松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如今我有能力，也希望去帮助父老

乡亲。”张松会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她尽量去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去

年冬天，她拿出5万余元，给品学兼优的

贫困学生定制棉校服，让孩子们感受爱

的温暖。同年7月，她被嵩县县委授予

2018年度脱贫致富党员带头人的荣誉

称号，又被任命为大章镇扶贫产业园联

合党支部书记；8月，在嵩县第二届创业

大赛上，她荣获了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黄伟
伟）连日来，偃师市商城街道办事处抢

抓有利时机，实施国土绿化提速，按下

北邙山体生态修复“快进键”。

高速引线北端山体生态修复工程，

是偃师市北邙修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连霍高速偃师连接线北端，分东

西两个区域。工程于1月28日动工，春

节期间不间断施工。平整场地、挖出树

坑、栽植树苗……施工过程中，工程队严

格按照绿化标准及树苗卸车后半天内全

部种好的要求，着力提高树苗成活率。

但由于工程队人手不足，无法及时栽上，

偃师市商城街道办事处动员广大干部职

工及周边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群众上山

增援，先后组织4次集中植树增援活动，

参与党员群众达1500余人次。

截至目前，工程东部区域的3个山

头约18万平方米已完成工程量的90%，

栽植蜀桧4.6万余株、雪松500余棵，预

计3月底前全部完成时蜀桧、雪松总量

将达8万余棵。西部区域坚持因地制

宜，采用崖壁（陡坡）保护后，以45度下

倾角，在壁上钻孔、填土，栽植四季常绿

的沙地柏，实现整面山体覆盖式绿化修

复，预计5月底前全部完成。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陈晓
辉 陈爱松）“看，这是雪松，那是银杏，这

是樱花……”3月16日，洛阳市伊滨区汉

魏大道兰台路的一个路口，一位老大爷

正在教孙子认路边的各类花木。不远

处，园林工人正在给新栽植的树木浇水。

据了解，汉魏大道绿廊宽100米，其

中东侧绿化30米、西侧绿化70米，选择

树种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层次，搭配色彩

合理，种植有雪松、黄山栾、晚樱、枇杷、

银杏、红叶李等多种花木。目前，大型乔

木基本种植完毕，正在进行养护，同时栽

种红叶石楠等小灌木作为绿化隔离带，

其他地被植物也在种植中。

宜居城市最直观的标志就是要“绿”

起来。去冬今春，伊滨区按照洛阳市委、

市政府“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量增绿”

的要求，统筹抓好荒山荒坡、河湖沿岸、

道路沿线、公园游园、街头巷尾、房前屋

后的全域绿化，增绿量、造绿廊、筑绿带，

实施了一批大手笔绿化工程，汉魏大道

就是伊滨区新织就的一条绿廊。

据李村镇负责人介绍，汉魏大道绿

化关乎城市品位和伊滨形象，绿化涉及

企业（养殖场）15家、土地1100余亩。为

了抓住春季植树大好时机，该镇提早着

手,迅速推进，很快完成了横穿西柿、武屯

的整村搬迁和7个行政村的腾地任务，为

汉魏大道绿廊的诞生提供了用地保障。

南寨居民石大伯是汉魏大道绿色颜

值提升的见证者之一。“以前这儿是一家

工厂，那儿是一家养殖场，企业生产和动

物粪便产生的气味很难闻，附近人住着

都不敢开窗户，心里特别堵得慌。”石大

伯说，“现在这儿种上了一棵棵绿色的雪

松，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木，空气

好了环境也好了，我早晚来这儿转转，心

里别提多畅快了。”

绿色发展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伊滨区党工委负责人表示，伊滨区

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市委、市政

府赋予的“伊洛山水宜居城”的战略定

位，以建设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和洛阳

“东花园”为目标，着力推进全域绿化，提

升绿化质量，实现绿化惠民，让伊滨大地

处处碧绿满眼。“二程”教育思想之我见
□陈爱莲

爱心公益
在行动

嵩县女强人张松会

富了不忘父老乡亲
□通讯员罗孝民黄盈盈本报记者黄红立

偃师市

北邙生态修复按下“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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