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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秋天是一种颜色
是霜打枫叶的翩翩起舞
是阳光穿透大地的光芒四射
是大江南北的喜迎丰收
是万众一心的引吭高歌
这种颜色，在中国，璀璨着每

个人的心
这种颜色，在中国，灿烂成盛

开的花朵
这种颜色
只有在中国，才这么耀眼
这种颜色
只有在中国，才显得波澜壮阔
从春天的土地上，这种色彩
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场盛宴
脱贫的种子
生根、发芽，是伸向晴空的脉

络
一时间，中国的大地上到处

都是
党员下乡、干部包村、大学生

挂职的身影
一时间，中国的山水间呈现

出
葱绿、健康和生机勃勃

2012 年，党中央提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构想

一场脱贫攻坚的“人民战争”
在中华大地上如奔腾的江河

结对扶贫，重点扶贫，精准扶
贫，成为热门的字眼

“脱贫队伍中一个都不能少”
是党对中国百姓的承诺

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惦
记的这个山村上了热搜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对贫
困有着切身感受。”

总书记心里还装着千百个没
有脱贫的“梁家河”

那些基层党员
他们用热血和青春描绘着山

乡巨变
那些乡村干部
用忠诚和决心把党的事业书

写进宏伟著作——
那个叫黄文秀的姑娘多么文

静

文静得像广西百色大山里的
一朵小花，含情脉脉

她深深懂得，深度贫困是贫
困中的“重灾区”

要想冲出重围，唯有不懈奋
斗，唯有相信科学

从驻村的第一天起
她就把自己当成百坭村的女

儿
她说，她要在这里扎根
要陪伴父老乡亲把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
谁家房屋还透风漏水
谁家田地还一片静默
谁家娃娃还上学困难
谁家猪崽还面临饥饿……
这些，都是她念念不忘的帮

扶目标
她说她的“长征路上”
要爬爬雪山、过过草地、跨越

千山万壑
她带领群众种植杉木、砂糖

橘和八角等经济树种
2018年的百坭村，103贫困户

中有88户将贫困挣脱
搬迁脱贫、教育脱贫和生产

脱贫是她“青春三部曲”
她用生命的微光照亮山村的

角角落落
她是幸福的“最美奋斗者”
她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她是百万助力脱贫干部中的

一员
她是十月里最绚丽的一抹秋

色……

中国，又创造出人间一大奇
迹——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960多万人搬入新家园、挪出
穷窝窝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村全部摆脱贫困的

折磨
2020 年，中国如期完成了脱

贫攻坚目标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

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中国的脱贫攻坚精神气吞
山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及
中国，以绥四方”

《诗经》中早已描绘出今日缤
纷的色彩

中国的大地上，又开启新一
轮乡村文明建设

乡音、乡情、乡愁
成为一代代人的记忆
乡土、乡亲、乡恋
在后来者身上闪耀出返乡创

业的光泽
今天的中国，秋天是最美的

季节
美得就像舒展开的一幅年画
十月的中国，是沉甸甸的
每一棵树上都垂挂着异彩纷

呈的硕果
广袤沃野上
3000多万辆农机具在北斗卫

星的导航下实现了无人驾驶
十月晴空下
十多亿农民载歌载舞，歌声

和笑声在土地上往来穿梭
现在，如果你用画笔去描绘

中国的丰收、中国的喜悦
那么你就到秋天的深处去吧
在秋天的深处，你一定会遇

见
记忆的乡村、情怀的庭院——
乡音还是那么亲切、乡土还

是那样炽热
现在，如果你用歌喉去赞美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伟大
那么你就到十月的原野去吧
在十月的原野，你一定会收

获——
灵感奔腾跳跃、词曲押韵合

辙
用震撼的音符谱写一曲气势

恢宏的交响诗吧
那诗中，秋天的色彩尽在其

中
她们在十月的晴空下共同奏

响世纪的声音
歌唱祖国！歌唱祖国！

生活资讯
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招聘业务经理数名，男女不限，
年龄46岁以下，人品正直，五官端
正，有驾驶证，工资面议。

电话:17772877766

药品销售招聘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家电维修
上门快修：空调、冰箱、电

视、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等
家电。电话：13103610622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2019被山阳区卫健委
评为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共享DIY机械工作室招租
提供独立场所和电气焊、钳工工

具、车铣刨磨等机床，收费不高，轻松实
现个性制作梦想,丰富生活，直播带货！
地址:森林公园东门 电话:13027658501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秋秋天天，，是中国最美的颜色是中国最美的颜色
□薛凯敏

十月的眺望
□樊树林

金色的阳光 醉人的十月
锣鼓在辽阔的原野敲响
雄壮的歌声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那是跨越前行的寓言
那是崛起复兴的号角

在十月的清风里
仿佛看见了先烈们迎着炮火
前赴后继 视死如归的悲壮
在十月的芬芳中
好像听到了东方大国
翻山越岭足音的铿锵

十月如歌 比歌声更寥廓
十月如火 比火炬更炽烈
伫立在时光交错的渡口
眺望 曾经走过的往昔

那是 波光粼粼中嘉兴南湖的红船
那是 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彻夜不息的烛光
那是 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勇毅
那是 红旗漫卷西风的雄壮
那是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心的读白
那是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灵魂的献祭
那是 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的起航
那是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凌云之志
那是 民族复兴伟业的如诗长卷
那是 共同富裕的世纪交响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此时此刻 我的胸中早已飞出了阵阵旋律
从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
从两弹一星到“羲和”逐日
从脱贫攻坚的“山海情”到全面小康
从疫情防控的中国之治到“一带一路”构想
这就是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富裕
这是我们祖国母亲神圣的使命
更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
继往开来的梦想

十月的眺望 寄托着信仰的铺陈
十月的眺望 书写着历史赋予时代的担当
十月的眺望 镌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痕迹
十月的眺望 彰显着颠扑不破的实干兴邦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请让我深情将你眺望……

周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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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即将来临，全市“欢度国庆节，喜迎二十大”氛围浓厚，各行各业纷纷开展同唱爱国歌
曲、我与国旗合个影、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党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图为9月29日，博爱县新华
小学在开展红歌合唱比赛。 本报通讯员 程 全 张晶晶 摄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2022年国庆节放

假安排的通知，本报出版作如下调整：10月1

日至7日无报，10月8日起恢复正常。

国庆假期，本报新媒体平台将继续为您播

报新闻。请关注本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下载“焦作+”手机客户端，我们与您

相伴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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