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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刘雪 何朝峰

本报讯 11 月 2日上午，
汝州市人民法院帮扶小组在
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崔光辉
带领下前往平安建设帮扶联
系点——寄料镇高庙村开展实
地帮扶，并同寄料镇党委书记
李建锋、镇长郑岩峰、副书记
王永平及该镇综治办、司法所

和派出所负责人进行座谈。
在座谈会上，帮扶小组详

细听取了高庙村关于在综治
和平安建设以及扶贫方面的
情况汇报，对当前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同时
就如何更好地做好综治帮扶
工作进行了交流。

崔光辉充分肯定了高庙村成
立村、组、户三级调解网络、签订
无邪教协议书、发挥贫困户个人

特长，鼓励再创业的新方法，以及
依据村民自治原则，整合力量，引
导农民组织开展“综治维稳”的做
法。针对农村发展的新态势、社
会管理的新内容、社会矛盾的新
特点，崔光辉指出，平安创建事关
全局、惠及民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举措。汝州市法院将定期
组织人员向高庙村群众进行普法
宣传，并到学校进行普法教育，预
防青少年犯罪。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降海新 通讯员 焦河洋 文图

表彰大会现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11月2日下午，
桐柏县人民法院到汝州市人
民法院交流学习繁简分流工
作，汝州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杨长坡，党组成员、副院长桂
东辉，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亓建文及相关庭室负责人参
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杨长坡首先从
全局角度介绍了汝州法院近年
来审判执行、队伍建设、司法改
革等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汝
州法院推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改革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
以及面临的问题；在播放《汝州
市法院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纪

实》专题片后，相关部门负责人
分别就推进繁简分流机制改革
的情况、繁简分流改革中的新
举措、诉调对接工作机制运行
情况、审判管理工作情况、诉讼
与公证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以来
后的集中送达、公证送达等做
法一一作了详细汇报。

桐柏县法院一行人在听
完介绍后，对汝州法院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
汝州法院在争创全国案件繁
简分流示范法院等方面，领导
重视，各部门全力配合，干警
积极参与、勇于创新，值得学
习借鉴。两院领导和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就繁简分流等工
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
员 高向阳 党一航

本报讯 11月1日，汝州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游一
行莅临温泉镇调研。温泉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华州陪
同。

座谈会上，李华州简要介
绍了温泉镇项目规划建设情
况。在听取李华州镇长的汇
报后，李游对温泉镇的整体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
温泉镇各项策划规划起点高、
标准高、很具体、很到位，招商

引资选择的项目市场效益好、
带动力强、产业附加值高，为
温泉镇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会上，李游对温泉镇的
G344国道建设项目进行了详
细了解，对照地图、图纸等资
料与参会的温泉镇、临汝镇、
庙下镇等主要负责人就有关
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要求三
镇抽调骨干人员组成联合领
导小组共同努力做好道路建
设工作。会上李游还对崆峒
山的整体规划布局提出了建
设性的意见。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卫红霞

本报讯 “雨过天青云破
处，这般颜色作将来。”11月 3
日，在国家大剧院，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天青——汝瓷艺术
展”开幕。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汝

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弘
宝汝瓷艺术总监王振芳携作品
受邀参加汝瓷展览，用国际范儿
向观众展现了汝瓷所承载的千
年传统艺术文化积淀。

本次展览立意当传统工艺
邂逅当代生活，用创新视角切入
传统文化的内涵，这场融合了传

统经典汝瓷特色又体现当代视
角的展览吸引了多方关注。在
展览现场，王振芳大师的作品仿
古釉色“汝瓷盏托”以精致的做
工，别致的造型，天然的细密纹
路开片吸引了众多专家、藏家、
学者的眼光，大家纷纷驻足欣
赏，拍照留念。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许艳芳

本报讯 11月4日，汝州市
司法局机关党员干部职工50余
人，到汝州市大裕镇开展“不忘
初心，重走革命圣地”活动。

按照活动安排，大家第一站
来到司法局扶贫帮扶村——靳
村，开展了大扫除活动，在靳村

村委会大院和道路两旁，扫落
叶、清杂草、除灰尘。看到日日
牵挂、时时来看望的靳村变得干
净整洁，大家对贫困村群众的美
好生活都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随后，大家又来到汝州市大
峪镇同丰村，追寻红色革命足迹，
参观了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纪
念馆。在抗日县政府大院里，面
对鲜艳的党旗，同志们唱响革命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随后，全体党员干部庄严地
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参加活动的同志都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开展得很及时，很有
意义。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司法
干警，一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用新思
想武装头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篇章。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马鹏亮

本报讯 11月5日，蟒川
镇组织党员干部500余名，集
中接受《品味中华优秀文化播
种幸福人生》培训。培训会
后，一名参会人员表示，一定
要将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生
活、工作、学习中去，以实际行
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蟒川镇高度重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德治单位
创建工作。为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汝州
精神，推进德治、法治、综治一
体建设，不断提高全镇人民群
众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法
治意识和社会文明程度，根据
上级要求，结合蟒川镇实际，
制定了《蟒川镇中华优秀文化
教育暨德治建设实施方案》。
成立了镇党委书记平向阳为
政委、镇长王俊岩为组长、全
体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德治
建设领导小组。召开镇村两
级党员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实
施方案精神，讲解剖析工作重
点。

在重阳节前夕，蟒川镇组
织举办了《厚德汝州大爱蟒
川》大型活动。镇党政领导平
向阳、王俊岩与民政所、派出
所等单位人员走进敬老院，与
老人们欢度一堂、促膝谈心，
并送上慰问金、慰问品等礼
物。组织小学生们开展为老
人们揉一揉肩、捶一捶背活
动，让他们从小懂得关心他
人、孝敬长辈的道理，进一步
弘扬了敬老、爱老、助老的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组织曲剧
团为老人们奉献精彩的戏剧
表演，活动高潮迭起，老人们
笑逐颜开。

在下一步活动中，蟒川镇
还将在各村、各中小学校分别
成立宣讲组，在全镇普遍开设
道德讲堂、文化讲堂等，广泛
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和蟒川厚
重的历史文化，深入开展“爱
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书香
校园”教育活动和送戏下乡宣
讲活动。深入开展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广泛开展“乡贤人
物”“最美家庭”“十星级文明
户”“五好家庭”“好公公好婆
婆”等系列评选活动，培树典
型楷模，引领社会风尚。

汝州市庆祝第十八个记者节，召开表彰大会

大河报汝州中心记者获奖

本报讯 11月6日下午，汝
州市召开大会，庆祝即将到来的
第十八个记者节，集体表彰一年
来在该市新闻宣传工作中涌现
出来的好新闻、好记者和优秀通
讯员。大河报汝州中心等多家
单位的多名记者，因持续、多方
位关注汝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就，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荣获汝州市2017年度对外新闻
宣传工作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
号。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杰出
席会议，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获奖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贺，向

一年来辛勤工作在全市新闻战
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崇高的敬意！

今年以来，汝州市新闻战线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开展富有成效的新闻宣传
报道，为全市的改革、发展、稳
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突出了

“汝州特色”，策划了多个专题
报道；对外新闻发稿再上新台
阶。2017年至今，共计在央视
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人
民网、光明网、新华网等中央及
省级主要新闻媒体共刊发正面

新闻稿件 2000 余篇。其中，
《救治脑瘫患儿豫新两地结“亲
家”》《汝州“能人回归”助力脱
贫攻坚》等一批重头稿件先后
被央视新闻联播、河南日报头
版头题、河南日报专版刊播
（发），对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
立体式集中宣传报道，积极传递
了社会正能量，使汝州市的对外
知名度及美誉度进一步提高。

就下一步的新闻宣传工作，
郭杰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始
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
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始终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深入宣传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业
务水平，恪守职业道德，做一名
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深入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全市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荣获汝州市2017年度“优
秀记者”、“十佳新闻”、“优秀通
讯员”、“脱贫攻坚记者蹲点”采
访活动先进个人、对外新闻宣传
工作特殊贡献先进个人代表分
别上台领奖。

汝州市法院到寄料镇高庙村
开展平安建设帮扶工作

汝州市司法局
开展“不忘初心，重走革命圣地”活动

王振芳作品走进国家大剧院

李游一行到温泉镇调研

桐柏县法院
到汝州市法院交流学习

蟒川镇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