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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122）

一

虽然之前我已闻知这一特大喜讯，虽

然在热切的期待和盼望中我曾做过各种

设想，但当2019年10月1日这天，在国庆

70周年阅兵典礼队伍中，看到“脱贫攻坚”

方阵中乘彩车走来身披绶带、手持鲜花、接

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秦英林总裁时，我竟

无比激动地对着电视机热烈鼓掌！

后来与一同参加调研的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说起此事，他们纷纷表示当时也像

我一样，在电视机前为秦英林使劲鼓掌

呢！大家由衷慨叹：虽然秦英林听不到掌

声，可只要表达了我们为他深感骄傲和自

豪的心情，就很满足，很欢欣鼓舞。

如此，这份巨大的荣誉不仅是属于秦

英林个人的，也是属于牧原的，当然也属

于南阳、河南乃至全国！

秦英林作为全国扶贫攻坚企业的优

秀代表，一直以来，他和牧原集团运用“牧

原5＋”扶贫模式，使全国13省49县13

万户36万人得到牧原的全力帮扶！这数

字背后是秦英林和牧原人的辛劳付出与

奉献，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大爱无疆的见

证！没有谁能说得清他们为此付出了多

少的心血和汗水……

既是实至名归，又是众望所归，这份

殊荣秦英林和牧原人当之无愧！

二

无论是在每年的北京两会上众多代

表议论起来，还是与社会各界人士多次座

谈时大家常说的话题，人们最称道秦英林

的，是他那深邃、超前、致远、非同寻常的思

想！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

继承、创新、发展、永远向前行进，没有伟大

的思想者的引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试

想一个思想平庸、浅显、苍白的人，是无论

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建造并发展企业的，也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企业家。

秦英林是一位卓越的思想者。

思想者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

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给人类的发展注入

了灵性和精神。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和作

用，人类恐怕只有时间而无历史，只有进化

而无发展。人类都要感谢那些作为思想者

的同胞，他们无异于人类的高级神经系统。

秦英林这位思想者不仅思之深，虑之

远，还想之大，做之实，他和牧原人坚持做

思想文化的践行者。无论是自然、哲学、

体制、机制、人才，还是知识技能、研发创

新、工艺技术、企业管理等，思想和文化已

深入到牧原的每一个细部！秦英林和牧

原人精心写下的《猪的哲学》《拜猪文》充

满思辨，已成为经典美文，其中的世事物

理、哲思颖悟使每一个读到的人都深受启

迪，赞叹不已；牧原大门前厚重柱子上那

“严以自律”“勇于担当”“追求极致”“服务

社会”以及上面横边的“以道而行”“敬天

爱人”，无疑彰显了秦英林和牧原人思想

的高度与深度，它的文化意义更是深刻、

博大而旷远……

聘请国际技术专家朱汉守教授等，由

国内外专家组成国际一流团队，为企业打

开世界先进的技术之门，秦英林一直用世

界一流的理念来打造牧原，如此大思想、

大格局、大境界绝非常人能比。

他赢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和自己的

思想上！

三

西方社会学家说，未来社会的竞争是

文化的竞争，是用文化喂养出来的高科技

人才的竞争。

秦英林深懂此理。他常讲：一个企业

要想走远，光靠制度不行，靠人管也不行，

要靠文化，靠文化浸润出来的人才。他一

以贯之地用文化来捍卫牧原！目光的深

度正是秦英林心灵的深度，他那阔远的胸

襟，深思前瞻的目光，做大事的气度，脚踏

实地的作风，更重要的是，秦英林就是品

学兼优的老牌大学生，无论从知识结构与

储存，还是所受的高等、系统教育，都使这

位思想者因之而不是一般的企业家，他是

重文化、重实干、善思考、会管理、真内行

的全能型冠军。牧原的思想和文化正是

他思想和文化的外化，那是根植于内心的

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为他人着想的善

良，为社会服务的勇于担当……牧原集团

倾心打造人才团队，给优秀人才以广阔的

发展平台，现有来自国内外200多所院校、

29个省市的大学生1.2万余人；特设立“牧

原教育基金会”，建立奖优助学的长效机

制；对每年考进牧原的新人员，秦英林都要

为他们授课两周，用价值观培育人是牧原

始终的坚守；广揽英才，不拘一格，仅2018

年就招聘4000名大学生，2019年拟招聘1

万名，牧原对这些优秀大学生、高管团队、

国内外专家实施激励机制，重奖创新，为企

业长久发展备足后劲！

这一切，皆因为秦英林本身就是一位

高端人才，是大文化的践行者！如果读过

秦英林抒写西北大漠胡杨树的那些组诗，

定会震撼不已！暂且先搁下他优秀企业

家的身份不说，面对作品，仅从这些诗的

思想和艺术上看，他无疑是一位以真性

情、真感悟，以心、以血来创作的真正的诗

人！那种长了翅膀会飞翔的文字，若非胸

中丘壑江河湖海于心、极目远方、对万物

深怀敬畏与感恩之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

出如此气势磅礴、骨力铮铮，具有极强生

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诗句的！

他让企业文化有了更深更新的意义！

四

一个具有智慧和人格力量、有价值追

求的人，才能走远，走出不凡的生命历程

和高度。秦英林正是这样的人，他带领的

牧原人也同样是如此，他们就是要创造价

值，服务社会，内方外正，由此推动社会进

步。秦英林和他的团队在价值取向、企业

责任、技术创新、发展目标等方面，都不仅

着眼于现实更面向未来思谋深远！他们

深知财富是属于社会的，要做到知行合

一，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

步提升，是他们永远的追求。他们一直努

力做到求真、求是、求实、求事，以信息化

为支撑，建立多个信息共享平台，不断延

伸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效率，更多地挑战

自我，做最好的自己，回报社会！

秦英林站在牧原，胸怀祖国，放眼世

界，以他的深谋远虑要求牧原人一定要

“跨界学习”。这具有战略眼光的跨界学

习，令我深感震惊、震撼和振奋，这正是为

牧原打造更多更优秀的复合型人才，以使

企业持续发展壮大、基业长青啊！

按照省有关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我因

接受采写秦英林总裁“代表风采”的任务，使

我有幸参加了2019年牧原工作总结会议。

秦英林的总结报告让我耳目一新、赞佩不

已，这是我听得最为货真价实的一次企业年

度工作总结，没有一句套话、虚话、空话、闲

话、妄话，全是直奔主题实实在在的“干

货”。望着一队队上台领取奖牌和奖金的各

地区、各部门获奖人员，望着会议室外近百

辆佩戴着大红花、奖励给各分公司优秀集体

及个人的轿车，那时刻，我真的是很羡慕牧

原人，羡慕他们在秦英林的带领下最大化

地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他们和牧原早

已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一体……

仿佛时间和空间全都凝固了，这巨大

的欢欣鼓舞的场景，已成为永恒的定格！

五

站在牧原一楼大厅“祖国颂”的巨幅

画面前，但见蓝天白云，阳光普照，山川河

流，绿树芳草，更近处，是滚滚向前的金色

麦浪……麦浪起伏中，顿感天宽地阔，胸

襟开启，温馨辽远，思接天际……一种亲

切，一种暖意，一种安适，一种静谧，一种

具体的幸福油然而生。如此温情、静美、

舒适而宜居的家园，怎能不令我们深怀一

腔家国情怀，以一颗赤子之心热爱和报效

祖国！它同时也明示了牧原公司就是要

以开放、包容、分享的理念去发展，向国际

化企业迈进！

此画与两侧的“牧原基本法”和“牧原

价值公式”，形成一种颇具正能量的强大之

“场”，向走近它的每一个人，释放着直射心

灵的光芒，这光芒在岁月中净化出金色的

鸟群，在我们目之所及、永远最远的那道地

平线上奔跑，日夜兼程地奔跑……

秦英林和牧原人跋山涉水，穿越时

光，历经风霜雨雪，一路走来，已经走出了

可喜的里程，走出令人仰望的亮丽风景；

他们还将继续走下去，走得更深更新更

远，让企业从优秀、卓越走向伟大！明天

的牧原必将万众瞩目，更加灿烂辉煌……

阅读景淑贞的诗歌，如果不知道她

长期生活在伏牛山中一个名叫张湾的

小山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她冠上

“农民诗人”的称谓的——因为，她的

这些诗歌写得是那么清新雅致、超凡

脱俗。如果她不是长期生活在这个小

山村，她也写不出这样的诗歌——因

为，她的这些诗歌中无不蕴含着山村

生活的记忆、烙印和筋骨。正如她自

己所说：“我是农民，我有着四里店镇

农民的淳朴、善良、厚道。且有着张湾

村一个乡间女子的羞涩和拘谨。”“在我

心里建造一座我自认为美丽的王国，我

是我自己国里的女王。我领着我的文

字，在自己的疆土上，真诚地爱着人

间。”

山村女子，诗歌“女王”，就这样在

景淑贞身上完美地融汇、统一在了一

起。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她生活、劳

作、读书、写作，她写诗歌，也写散文，她

写情感，也写风物，她把那些属于内心

的秘密，属于风物的秘密，用属于自己

的文字写出来，日积月累，渐成气象，逐

渐形成了她自己的诗歌风格、文学风

格。

女人大都是温婉的、细腻的、柔情

似水的。景淑贞也不例外。在她的诗

作中，有不少描写情意深长的爱情之

作。它们洗尽尘土，洗尽铅华，清水芙

蓉，灼人心弦。“哥哥”，这一她心目中爱

情倾诉的对象，寄托着她无尽的缠绵之

情、生死之恋。

“多年之后，秋风蹒跚着走过一块

墓地/哥哥，与你合葬的那个人/只能是

我”（《只能是我》）

如果说“哥哥”是景淑贞诗作中的

情人，那么“丫头”就是她诗作中的自

己。“哥哥”对“丫头”的深爱，依然无以

复加。像这一首《与子偕老》，诗人没有

从自己的视角去抒写，而是以“哥哥”的

视角把心声和爱意写给“丫头”，更是别

有一番风味、情味。

“那夜的月色里悬浮着你低眉的羞/

大朵大朵蓝色的忧伤从指间滑落/这一

碗深情一饮而尽后/丫头，我的江山和我

都归你”

景淑贞写情感，不独写爱情，也写

亲情，无论是写外婆，写母亲，还是写五

舅，都能写出独特的新意，那种思念，那

种悲伤，那种心疼，无不显示出诗歌沉

重的力量。

“熬了一个下午，我做好了鸡汤/外

婆——我推门的声音比夜沉重/空无一

人的空里/吹过你墓地的秋风/又一次翻

墙而来/翻墙而去”（《风不止——树欲静

而风不止》）

作为生活在张湾这个小山村的女

子，景淑贞敏锐地感受着这里春夏秋冬

的变化，感受着农历节令的律动，并用

她细腻的笔触，饱蘸着心灵的情感，抒

写出一曲曲清新的山村赞歌。

如这首《立冬（二）》，把立冬这个节

令写得出人意料，虽然自然界的寒意次

第袭来，然而人世间却充满了温暖、柔

情和关怀。

“那人背一捆新柴，提一壶女儿红/

推开门时/依然大声喊我‘丫头’”

诗人为地理命名。景淑贞的乡情

之作中，“南山”是个无数次出现的意

象。她的“南山”，不是陶渊明的“南

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她的

“南山”，是她日日守望的“状元川”“金

船寺”，也是她生活的躬耕地和心灵的

栖息地。

“南山到北坡/每朵桃花都举着酒

杯/与我互换心中的悲喜/那年的书生来

与不来/那扇门开与不开”（《桃花》）

总体来看，景淑贞的诗作清新、清

秀、清馨，有着李清照的婉约之美。然

而又不能一概而论，生活在大山深处小

山村的景淑贞，她的诗作有时自然不自

然地也沾染着大山的浑厚、辽阔与悠

远。这使她的诗歌又显出几分女性诗

人的苍茫与深沉。

“我怀里的种子已经萌芽/风一吹，

我抱着的一座江山就绿了/我紧闭的唇，

咬着整个春天的桃花/轻轻一吐，足以颠

覆天下”（《我的唇，咬着整个春天的桃

花》）

景淑贞虽是一个山村农妇，但作为

一个诗人，她的诗歌又充满着一位饱读

诗书的文人的书卷之气。她熟读诗经、

唐诗、宋词，她总是能够将它们信手捻

来，像水化在水中一样自然而然地化作

自己的诗句，山村生活与古诗雅意，既

相悖而又相契合地有机融合在一起，构

成她诗中的“小桥流水”，频出哲思和警

句。

“在一首诗里走了几个来回/我开始

想念一条古道/迷恋一阵西风/甚至想来

精心喂养一匹瘦马”（《涛声依旧》）

景淑贞还有一些更精警的诗作，如

元曲之小令，如日本之俳句，反复品读，

风烟俱净，芳香不绝。如《一剪闲愁》

《以爱情的名义，写一次菊花》《八百里

黄昏》《去往春天的路上》《一眼千年》

《生死都给你》等。

就这样，景淑贞用她的诗歌，用她

的生活，用她的才气，用她的情感，用她

的眼光，不断发现她的世俗生活和情感

生活中的无数秘密，并刷新了过往诗人

们的写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赋予它们新

颖的生命活力。

最后，我还是想用景淑贞这首《请

叫我村庄里最美的女王》中的诗句结束

这篇评论性的文字，既是对她最好的祝

福，也是对她更远的期待，愿她做好“自

己村庄里最美的女王”，也愿她做好“自

己诗歌里最美的女王”。

“当你重新指认山河时/请把我的一

座座房子指认为村庄/当我与花朵互换

姓名时/请叫我村庄里最美的女王”

饼卷饼

我们豫东北农村在20世纪70年代

真是太穷了，那时候人们只有在春节那几

天才有可能吃几顿白面馒头，平时吃的基

本上就是玉米饼子及地瓜干；如果自家及

亲朋好友家有了婚丧嫁娶等重要事情了，

也能吃顿稍好的饭打打牙祭；还有家里偶

尔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再穷也要表现一

下，不然传出去可就好说不好听了。小孩

最希望来客人了，能跟着吃顿好饭，滋润

一下干涸得如沙漠般的五脏六腑。有时

客人来得急促，来不及蒸馒头，主人往往

烙几张白面饼来应急，当然了，这是主人

招待尊贵客人的，一般的客人是无福享用

的。

在我们豫东北有个特有的词汇叫“饼

卷饼”，意思是本来想着占便宜呢，结果却

吃了亏。它的来历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家男人在外地工厂上班，这天家

里不期来了甲乙两个客人，女主人刮干缸

底才烙了五张饼。两个人五张饼，这两个

人都想多吃一张。甲客人比较强势，怕吃

了亏，一下拿了两张，他将两张饼卷在一

起，看了看乙，还说了句，我今天就吃个饼

卷饼吧。乙客人没有吭声，只拿了一张

吃。一次吃两张的怎么也没有吃一张的

吃得快啊，所以乙客人很快就将饼吃完

了。乙客人看着剩余的那两张饼，看了看

甲客人，说了句我也吃个饼卷饼吧，说完

将剩余的那两张卷起吃了起来。客人甲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客人乙故意慢条斯理

地吃着最后两张饼，别说肠子都悔青了，

杀他的心都有了……

三张饼

在农村，找人陪客也是很有讲究的，

一是陪客的人要有一定的地位，比如书

记、医生、教师这类人，显得主人有面子；

二是陪客的人要能说会道，关键时候能替

主家消弭事端，不然人家以后就不让你陪

客人了，毕竟那时候能隔三岔五地给人家

陪客，也是很让人羡慕的。

有关吃饼还有一则故事，也是某家来

了一个客人，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找了

村里公认的“明白人”村党支部书记来陪

客。女主人将面缸打扫干净，才烙了三张

饼。那时候人们的饭量奇大，这三张饼说

实在的就不够一个人吃的。这下该是陪

客者显示自己水平的时候了：陪客者先是

陪着客人海阔天空地聊天，待三张饼端上

桌来了，他很热情地对客人说，来来来，吃

饼吃饼，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张饼递给

客人，自己拿了另一张饼后撕下来半张，

我饭量小，半张就能吃饱，你年轻力壮

的，怎么也得吃这一整张啊！说得客人

都不好意思再吃第二张饼了。就这样，

总共三张饼，一顿饭下来，两个大男人才

吃了一张半。陪客者凭他的智慧为主家

解了围，没有让主家难堪。后来和他聊

起这件事，他无限感慨地说：都是穷惹

的，不然谁会使这坑人的损招啊！搁现

在，别说白面饼了，光酒就喝趴下他们

了！是啊，国家繁荣昌盛了，人们生活富

裕了，这样的故事才能彻底地湮灭在历

史的尘埃之中啊……

思 想 者
□廖华歌

山村女子 诗歌“女王”
——探寻农民诗人景淑贞诗歌中的“秘密”

□张中坡

安阳县公安局开展防电信诈骗犯
罪宣传活动

为提高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

识，11月26日至29日，安阳县公安局

组织民警深入学校、厂矿企业等重点地

区、重要部位，通过摆放宣传板，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讲解电信诈

骗犯罪的种类、手段，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乔智慧）

宝丰县城关镇 老旧小区改造改到
群众心坎里

“现在人力成本多高，物业费是该涨

了。”“以后小区的每项开支都要公示，接

受居民监督。”近日，改造后的宝丰县城

关镇梅苑巷小区居民召开党群议事会，

商量2020年的物业费收缴和使用事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

城关镇辖107个居民小区，其中绝

大多数为老旧小区。近年来，城关镇以

“党建+老旧小区改造”为依托，积极申

请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截至目前已

申请改造项目39个，争取资金5000多

万元，完成改造10个，均位于平顶山市

首位。在改造工作中，该镇纪委和社区

党支部帮助小区成立党群议事会，动员

党员、群众代表挨家挨户做工作，争取

小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严把质

量关，聘请部分小区居民担任监督员，

对改造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现在已完

成改造的梅苑巷、仓巷街等都变成了干

净、整洁、和谐的新小区，成为宝丰县的

一张张新“名片”。（杨国栋董自克）

及时答复群众点赞
2013年8月31日，上蔡县某村村

民刘某向龚某借款5万元，借款期限两

个月。借款到期后，龚某多次向刘某催

要借款，但其均以各种理由推托。之

后，龚某发现刘某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

和担保书上的签名均为伪造，于是到县

公安局报案。今年3月9日，刘某被县公

安局抓获。随后，公安机关提请上蔡县

检察院批准逮捕刘某。“刘某会不会在政

法部门有‘保护伞’，我的案件能依法办

理吗？”今年3月20日，龚某抱着疑虑写

信寄给该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收到来信后，本着“当日信、当日拆、

当日录入统一业务系统，3日内提出分流

处理意见，7日内回复来信群众”的原则，

当天将信件交至该院检察长闫宝进行审

批，并立即安排侦监部门进行核实，将情

况通报给控申部门。收到来信第二天，

经侦监部门审查，刘某的行为涉嫌诈骗

罪，具有社会危险性，该院以涉嫌诈骗罪

将刘某批准逮捕。3月21日，该院将处

理结果以电话答复的形式告知龚某。龚

某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聂洪波梁冰）

抓党建 带队建 促能力
近年来，上蔡县检察院党组始终高

度重视机关党的建设，切实把党建工作

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努力建

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检察队伍。从

严从实抓好党建。每年年初制定党建

重点工作，研究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清单，将党组领导班子、党组主要

负责人和其他班子成员责任、各内设机

构负责人责任细化实化，逐级压紧砸实

责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坚持把加

强业务培训作为新形势下从优待检的

重要措施。先后组织200余人次干警

到国家检察官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学习培训，增

强创新发展能力。广泛开展“学练赛”

活动，组织业务部门开展精品案件、业

务能手评选，培育工匠精神，提升工作

品质。持续全面从严治检。坚持严管

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全面履

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将主体责任层层

传导、层层压实。积极开展“转作风、提

效能、抓执行、促落实”和“坚持标本兼

治、推进以案促改”专项工作，召开专题

研讨、交心谈心等活动。（梁冰聂洪波）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通讯员魏国
武）“村里在积极谋划特色种植和畜牧养

殖业，发展村集体经济，想办法帮贫困户

和村民增加收入……”近日，新乡县七里

营镇任庄村村委会主任杨秀卫向记者说

起村里的发展。今年6月，任庄村举行村

委会换届选举，曾是村里贫困户的杨秀卫

当选为该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今年52岁的杨秀卫，右眼失明。前

几年，因母亲患慢性病，两个孩子正在学

校读书，杨秀卫一家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

难的境地。

生就性格要强的杨秀卫并没有躺在

国家扶贫政策里睡大觉，他骑着自行车，

走街串巷沿街吆喝有没有人刷墙。由于

杨秀卫干活儿肯吃苦、卖力气，工程质量

标准高，价格又公道合理，找杨秀卫干活

儿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2017年底光荣脱贫。

走在脱贫致富路上的杨秀卫深知贫

困户的困窘生活。之后，他组建了自己的

墙体粉刷施工队，带领任庄村7名村民一

块干，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户。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卞瑞峰马啸）在原阳县阳和办事处大张

寨村的村东头，有一家小小的香酥烧饼

店，名叫“小玲烧饼”。店铺虽小，却承

载着村里贫困户郭小玲和丈夫的满满

致富希望。

今年45岁的郭小玲，患严重慢性病

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看病花费十几万

元，常年吃药，曾经一度感到生活无

望。2016年以来，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通过对郭小玲的心理疏导、政策帮

扶，让她有了希望和力量，病情也不断

好转。

2017年，郭小玲被安排在某公司做

了一名保洁员，月收入1800元。今年9

月，郭小玲和丈夫张同贺在村东头租了

一间门面房，做起了打烧饼的生意。

2018 年，张同贺参加种植培训

后，尝试种植猕猴桃，当年因天气灾害

果树死了一多半。张同贺没有死心，

又大胆种植桃树7亩。除了参加政府

组织的培训学习，他还不断从网上查

询种植技术自学，桃树长势很好。郭

小玲夫妇勤劳能干，敢于吃苦，2019

年人均纯收入10497元，成功实现稳

定脱贫。

开展宪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法治
意识

在“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

治宣传日来临之际，郑州市金水区杜

岭司法所在杜岭街河堤旁组织开展

以“学习宪法、掌握宪法、运用宪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主题的国家宪

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

宣传彩页500余张，宣传品100余份，

摆放宣传板5块，宣传展架5个。通

过此次宪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普及了

法律知识，为构建和谐杜岭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徐爱凤）

香酥烧饼敲开致富门

岁月印记 有关白面饼的两个故事
□刘兰福

贫困户“逆袭”
当上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