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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柏伴雪

想象中的高三班，是全力冲

刺，氛围紧张的。可眼前的高三

班，呈现的却是不同于想象的轻松

愉快与举重若轻。

南阳市一中高三（26）班，是备
受瞩目的“明星班”，得此美誉，不

仅因为最近的期末考试中，7名同
学跻身全市前10名，更因为班主
任张付秋曾在2016年培养出一名
“省状元”。

黑板旁，高考倒计时牌又被顽

皮的学生换成了“666”的字样。走
进教室，张付秋抿嘴一笑：“这是孩

子们的美好愿望，希望高考顺利，

更希望能考取高分梦想成真。”

“孩子”是张付秋从教24年来
对学生们始终如一的称呼。简简

单单的两个字，却饱含着她的深情

与真爱，初心与坚守，责任与担当。

在市一中，传颂着张付秋的各

种教学“故事”，用学生们的话说，

“我们的‘老班’有点不一样”。

每周两次的微班会和每月一

次的主题班会，就像一罐营养丰富

的心灵鸡汤，被张付秋精心烹制得

有滋有味，滋养着一颗颗年轻的

心，给他们带来拼搏的毅力，乐观

的心态，远大的梦想，以及深刻的

思考。

小班会解决了大问题，引来许

多老师探求真经。“听了张老师的

经验介绍，我们觉得非常感佩，她

是发自内心爱学生！”英语老师杨

万凯说。

张付秋说，从教这些年，她深

刻认识到“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情感的感应是对等的，要发自内心

把班里的每个学生都当做自己的

孩子来对待，身到、心到、情到，对

他们高度负责，厚爱严管”。

遇到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孩

子，她总是悄悄资助，并一再叮嘱

知情的老师“别让其他人知道，我

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

以行者，其应必速。感受了老师的

爱，便感恩了老师的严。在快节

奏、严要求的高三时光中，这些奋

力奔跑的孩子目标远大，步履坚

实。在 2019年元旦，寒假的最后
一次主题班会上，王一帆的表白道

出了全班27名同学共同的心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

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张老师就是那棵树，

那朵云，那一个灵魂，滋养、培育着

我们，带给我们“妈妈”般的爱。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根粉笔写

春秋。时光荏苒，1995年，刚刚大
学毕业走上讲台的时光，张付秋历

历在目。“上第一堂课时，我觉得很

紧张，因为教育事关国计民生，那时

候，我对这份职业的理解是‘教书’，

后来，我深刻意识到，更重要的，是

‘育人’！基于此，我们的班级文化

精粹为‘至简·至真·至和·至精’。”

春华秋实，现任文综组教研室

主任、高三实验（26）班班主任的张
付秋在24年间，已为7000余名莘
莘学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牢记

使命，心存敬畏，她用教学的高质

量践行着“教育兴国”的初心与理

想，先后荣获“河南省教育厅学术

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骨干教师”、

“南阳市培优先进个人”、“南阳市

学科先进教师”等称号。

双手扶持千木茂，慈怀灌注万

花稠，张付秋的学生中，既有“省状

元”、“市状元”、进名校的优秀学生

代表，也有在各个领域建功立业的

追梦人。

逐梦之路上，张付秋给自己立

下军令状：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人的工作，出彩完成任务，一定

要带好一个教师团队和两个班级，

即一个是学生班，一个是家长班，

最大限度整合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力量。条理清晰、积极乐观的

思维方式一如既往。

在寒假放假前夕，张付秋开始

筹备家长会。夜已深，她却睡意全

无，深思过后，她决定以一封信的

方式与家长更好地沟通，携手帮助

孩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前的

最后一个学期。洋洋洒洒，顷刻千

字，字里行间，蕴含深情：要执着于

梦想，专注于当下，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为了明天，一拼到底……

家长会结束，老师之间互送祝

福，同为高三班主任的张军老师诙

谐幽默地说：“不用问，我们就知道

你的新年愿望！”大家异口同声：张

老师的愿望是金榜题名时，愿学生

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圆最美的梦想！

办公室里响彻清澈的笑声，张

付秋笑靥如花。

迎接最美中国年，筑梦圆梦再

出发。校园里“人”字巨型雕塑在阳

光的映照下，辉映出熠熠新辉。③4
上图：张付秋正在给学生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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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共

中央、国务院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

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出席团拜会，李克强主持。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春华秋

实，岁物丰成。过去的一年，我们

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跨过许多沟

沟坎坎，越过不少激流险滩，很辛

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有收获。

我国经济稳中有进，改革开放迈出

新步伐，三大攻坚战有力推进，脱

贫攻坚成效显著，国防和军队改革

继续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谱写

新篇，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良好

开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

们的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

信和勇气，更加坚定、更加昂扬地

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广阔道路上。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

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

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

宏图大业。

习近平指出，春节是辞旧迎新

的美好时刻，总会给人们带来新的

憧憬。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新的征程上，会有新的
发展机遇，也会有新的风险挑战。

我们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继续打好三

大攻坚战，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习近平强调，“共欢新故岁，迎

送一宵中。”忙碌了一年，一家人一

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享受的是天

伦之乐、生活之美。在家尽孝、为国

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

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

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

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国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

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

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

美满的晚年。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同心同德，开拓进取，用辛勤劳

动创造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

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继续同世界

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③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脱贫攻坚再上新台阶，综合排

名跻身全省先进；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南水北调中线水质稳定保持高

标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扫黑除

恶成效位居全省前列……“三大攻

坚战”一年来的赫赫战果，让南阳

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愈发

强烈。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三

大攻坚战”个个都是“拦路虎”、

“硬任务”，要打赢、打好、打出高

质量，场场都要我们去“攻山

头”、“拼刺刀”：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需要我

们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

聚焦重点领域、完善应对机制、健

全防控体系，努力为全市人民营造

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脱

贫攻坚已进入集中总攻阶段，我们

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摆在第一位，坚

持“造血”“输血”并重，确保

13.17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4个县
脱贫摘帽，实现全市脱贫攻坚任务

“大头落地”；生态环境好不好是小

康全面不全面的关键，要求我们硬

起手腕、标本兼治，持续推进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现经济

结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

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

当前，南阳正处于重要区域中

心城市向大城市迈进的关键阶段，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补齐高

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既是对我们

担当尽责、攻坚克难的作风检验，

也是对我们履职为民、推动发展的

能力检验。全市上下要以真抓的实

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

抓的韧劲，一项一项抓落实、一步

一步往前推，不放松、不停顿、不

懈怠，用党员干部的大担当、大作

为，让万千群众切实感受到发展的

温度、触摸到幸福的质感。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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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影 特约记者 封德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豫西山区下起大
雪。

吃过早饭，与往常一样，梁松来和工友们到

位于西峡县丁河镇的蒙华铁路丁河段进行轨道

上砟作业。

“松来，天气预报说那边下雪了，施工时一

定要注意安全。”刚走到丁河3号隧道口，梁松来
接到了妻子满是叮嘱的电话。

梁松来是中铁六局17标蒙华铁路项目一分
部上砟组组长，来自河北保定。今年春节，他和

40多名工友坚守在工地上，不能回家陪妻儿父
母过年。“上砟作业一耽误，整个蒙华铁路的铺

架、通车都要受影响。”梁松来说。根据计划，该

标段要在2月中旬完成轨道铺架任务，为3月下
旬蒙华铁路晋豫段全段拉通创造条件。

蒙华铁路是“北煤南运”国家战略运输通

道，线路全长1837公里，跨越蒙、陕、晋、豫、鄂、
湘、赣七省区，规划设计年输送能力为2亿吨。

梁松来感慨地说，之前参与的铁路工程多

在平原地区，“蒙华铁路地形陡峭，地质条件差，

还都是在半山腰上，有时为了打通一条100多
米的隧道，施工便道就要修2个月。”

蒙华建设工地流传一句话：“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蒙华难，难在保铺架。”由于17标段地
处恐龙蛋保护区、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保护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为了保护自然环境，

蒙华铁路设计穿山越岭，全线桥隧部分占总工

程的70%，且桥梁高墩多，短隧道群多，造成线
路上砟断点多，很难组织施工，施工计划几乎天

天变更。

梁松来所在的一分部负责蒙华铁路17标
段55公里中的29公里，从去年11月份铺轨至
今，完成了保铺架任务的80%。为了策划上砟
道路，计算上砟量，梁松来经常早出晚归，顾不

上吃饭。“我们搞工程的，就是这样，习惯了！”梁

松来说，目前蒙华铁路17标段正抓紧剩余的联
络线、站后四电房屋、附属工程等施工，确保今

年6月底前完成全部剩余工程，为上半年蒙华
铁路联调联试、下半年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

基础。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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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 凯 特约记者 康帆

实 习 生 任剑翔

“老肖，赶集去？”“嗯！给外

孙买点吃的。”农历正月初六，在淅

川县大石桥乡郑家岭村，贫困户

肖章喜乐呵呵地跟邻居交谈着。

“闺女回来拜年？那可是大

事！她难得回来一回！”“她一回

来，年味都有了！”肖章喜解释说，

“不是她不想回来，咱这儿实在太

偏，以前回趟家得起个大早，坐4
个半小时汽车到丹江桥，再走30
多里山路，到家都后半晌了，灰头

灰脸不说，人也累个半死。”

想起以前闺女回娘家，肖章

喜只想抹眼泪：老伴去世早，家里

还有生病的老母亲需要照顾，三

间破瓦房实在太挤，闺女远嫁湖

北十堰后，特别是孩子刚出生那

两年，只回过两次娘家。

“咱这儿是山区、库区、‘九分

石头一分土’，全村136户人，住在
5条山沟里，前后扯了20多里地，
路不通，地又少，种一季庄稼还不

够化肥钱！”提起以前，邻居也连连

摆头。

“水土不养人，把他们搬出

去；路不通，把路修到家门口。”近

年来，淅川县建成37个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符合条件的 19813
人全部住上新房；累计投入10亿
元以上，开建环库路、西十高速等

支撑性交通项目，对全县140个

贫困村道路逐一排查建立台账，

修筑县乡公路630余公里，深山
里的香菇、土蜂蜜等特产畅通了

销售渠道，10万余名深山群众从
中受益。

“看，我家就免费住上了新房

子！”刚走到村口，肖章喜就迫不

及待指着一排排二层小楼介绍。

这就是大石桥乡郑家岭村易地搬

迁点，2017年底，肖章喜与全村
59户贫困户一起搬到这里。
“去年 4月，门口的路也通

了，现在闺女回家，从十堰上三淅

高速，一下高速就是亮堂堂的柏

油路，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家门

口！”肖章喜指着村前宽阔的马路

高兴地说。这条路就是Y008县
道，总投资2.6亿元，全长36.3公
里，贯通包括郑家岭在内的淅川

中部山区10个贫困村，解决了沿
线1.6万名群众的出行问题。

路通了，车来了，车轮带来了

财富。现在依托好生态，很多企

业争相来这里发展。如今，郑家

岭村已引进成立淅川县望江家庭

农场等三家合作社，种植薄壳核

桃150余亩，发展香菇16.5万袋，
养鸡1.5万余只。“现在我用到户
增收的5000元入股香菇合作社，
一年分红1500元，平时在基地打
零工，一天挣 60元，一年多挣 1
万多元呢！房有了，钱也挣了，

今年可是个红火年！”肖章喜的

脸上堆满了笑容。③5

红红火火幸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