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省
委省直工委决定，授
予 254 名同志“省直
优秀共青团员”荣誉
称号，授予 165 名同
志“省直优秀共青团
干部”荣誉称号，授予
118 个团支部“省直
五四红旗团支部（团
总支）”荣誉称号。集
团共青团员刘璇、张
欢欢、常娥、曾鸣获

“省直优秀共青团员”
荣誉称号，共青团干
部刘森源、吴婷、熊飞
获“省直优秀共青团
干部”荣誉称号，集团
大厦物业团支部获

“省直五四红旗团支
部（团总支）”荣誉称
号。

又讯 5月2日，
集团团委决定对认真
落实集团党委对青年
工作重要指示要求，
扎实履行工作职能，
取得优秀成绩的共青
团员、团干部、团支部
进行表彰。其中郭春
阳等 17 名同志获得

“2016 年度集团优秀
共青团员”称号，牛飒

等 7 名同志获得“2016 年度集团
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河南手
机报团支部获得“2016年度集团
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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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3 日，团省委副书
记王笃波带领第 21 届“河南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代表来到河南手机
报团支部，与手机报负责同志和新
媒体“小编”举行“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主题团日活动开始前，集团党
委委员、副总编辑王俊本会见了王
笃波一行。王笃波介绍了“一学一
做”教育实践和此次主题团日活动
有关情况，对集团青年工作提出了

意见建议。
主题团日活动中，全体人员齐

声高唱团歌，一起重温入团誓词。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与
河南手机报的新媒体“小编”们交流
分享了成长成才的青春故事。大家
表示，“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一定要不
忘初心坚定跟党走，树立与时代主
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交上一份
优异的青春答卷。 吴婷

本报讯 5 月 5 日，省文投公司组织
全体党员赴洛宁县罗岭乡的洛阳三彩国
际陶艺村（爱和小镇），开展体验式党员
教育活动。这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要求的一次实践，也是在各党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开端。

公司五个党支部用朗诵红色经典的
形式，分别组织了首个“主题党日活
动”。在窑洞前，在农家院内，党员们动
情地朗诵着《光的赞歌》《可爱的中国》

《有一首歌》，在这充满文化气息的小镇
中久久回荡。 省文投公司

本报讯 近日，大河传媒投资公司在
报业大厦19楼会议室举办了第三期大河
投资讲堂。投资公司全体员工和集团计
划财务部、运营管理部、事业发展部等部
门的同志参加了此次讲座。

本期大河投资讲堂邀请的主讲嘉宾
是河南天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主任
会计师李小森先生和审计部项目经理梁
慧珂女士，以自身多年的专业经验和积
累，为大家提供了处理疑难问题的思路
和方向，是真真正正的干货分享。

马乐 马晓东

大河传媒投资公司
举办投资讲堂

本报讯 5 月 13 日，省诗歌学会举
行会长办公扩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学会领导班子。大会增补集团党委委
员、副社长高金光为名誉会长，张鲜明当
选会长，吴元成当选执行会长。 温小娟

本报讯 近日，集团第二批 100
多名党员走进了红旗渠，近距离聆
听红旗渠故事，感受红旗渠精神。

四月的太行山郁郁葱葱，阳光
照晒繁木，泛发闪闪银光。大家首
先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仔细观看
当年红旗渠修建时留下的珍贵照
片、展品、资料等，倾听修建过程中
的动人事迹。

走长渠，受洗礼。穿梭在太行
山间，欣赏渠景、感悟艰苦的同时，
精神再一次受到洗礼。行至一线天
的时候，石缝仅能过一人，农村经济
部的李若凡感慨：“这么陡峭的山
崖，要凿出一条小道，先辈们是何等

的艰辛。”的确，开山引水，历时十个
春秋，改变了林州的面貌。如今，我
们重走长渠，见识了红旗渠的艰辛，
所以，我们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

“叮叮咚咚”……在青年洞景区，
所有党员都被红旗渠开凿复原表演
吸引住了。打钎除险、放炮垒石、推
车搬运，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切身感悟到
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艰苦奋斗和无
私奉献精神，充分领会了难而不惧和
奋斗不息的时代内涵。这种精神，不
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过
时。 胡春娜

追忆峥嵘岁月 传承精神薪火
本报讯 近日，集团工会与

大河全媒体广告公司联合，围绕
“创造美、发现美、分享美”主题，
开展了“宝泉杯·摄影比赛”活
动。

早上 7 点，大河全媒体全体
员工约130人，包括图片社、港区
项目部人员，在报业大厦门前集
合，集体乘车前往风景秀丽的新
乡市辉县市宝泉景区。一路欢
歌笑语到景区，一下车大家三五
成群，扑入大山的怀抱，喜悦的
惊叫声，此起彼伏，呼朋引伴，登
山揽胜，摄录美景，用镜头定格
精彩瞬间，用创意升华美好寓
意。 黄达

本报讯 近日，“大河东都杯”大美开
封少儿书画大赛颁奖典礼在开封日报报
业集团多媒体会议厅隆重举行。

200 多名前来领奖和观看典礼的孩
子和家长早早来到会议厅，共同期待着
见证荣誉的瞬间。开封市少年儿童拿起
笔墨纸砚，描绘美丽开封，展现艺术风
采。开封市著名书法家屈春山等人分别
向获奖孩子颁发荣誉证书。

活动由瑞奇公司和开封日报社联合
举办，活动开展以来，共收到报名作品一
千余幅，为项目积累大量的意向客户，对
大河东都项目一期销售工作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 郭晓龙

本报讯 近日，印务中心组织女职工
前往新密市“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开展
体验式历史教育，瞻仰先辈们的革命事
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纪念园主要以展览馆的形式展示当
年豫西中原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
献。通过这次学习，大家又一次深刻体
会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纷纷表
示，要用中原豫西革命老区的抗战历史、
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来激发起爱党爱
国、爱岗敬业的热情，为党报印刷事业贡
献自己的光和热！ 王瑾

团省委到集团开展团日活动

省文投公司开展
党员教育活动

省诗歌学会换届

用镜头定格
精彩瞬间

瑞奇公司举办
开封少儿书画赛

印务中心开展
体验式历史教育

本报讯 5 月 19 日上午，集团
2017年首期道德讲堂在报业大厦四
楼新闻发布厅郑重开讲。有过援疆
经历、多次获得新闻奖的河南日报
高级编辑李黎祥、主任记者阙爱民，
在讲堂上倾情讲述。省直文明办张
明、王鹏，集团领导朱永飞、王俊本、
王国庆、高金光，文投公司总经理孙
书一和集团100多名员工一起，参与
了讲堂全过程。

此次道德讲堂依然坚持“身边
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的活动宗旨。阙爱民以《戈壁有回
音》为题，平实地讲述了自己 3 年的
援疆经历。推出了 5 个整版、近 4 万

字的《河南援疆特刊》，参与编辑出
版了上百万字的大型援疆系列丛
书，创造了哈密媒体获奖的最高纪
录，参与采写的《马氏“兄弟”跨越二
十年的诚信》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
等奖。李黎祥则以《出彩需用勤奋
来描绘》为题，朴素地道出了一名媒
体人的深刻感悟。他把学习当成工
作的常态，不断提高编采能力；他把
信任当作巨大的鼓励，先后四赴哈
密，跟踪报道阿布列林，采写了《跨
越时空的精神传承》等作品，最终使
阿布列林的事迹“感动中国”。身边
的榜样最能打动人。上台发表感想
的河南日报年轻记者宋敏说，从他

们的故事中，自己悟出了什么是奉
献、坚守、责任和专业，“在今后的工
作中，一定以两位老师为榜样，做一
个负责任、懂奉献、有专业的媒体
人。”

道德讲堂的庄重的仪式感一如
既往。“唱歌曲”环节，全场起立，一
曲《隐形的翅膀》，让听众的心里充
满了阳光和希望；“问自己”环节，大
家闭目凝思，随着主持人缓缓道出

“跟同事相处的心是否真诚……”；
“诵经典”环节，听众肃立和主持人
一起朗诵……正如主持人李点所
说，道德讲堂总能带给我们灵魂的
触动。 周恩成 张冬

以榜样为镜 向模范看齐

5 月 19 日上午，由集团文明办组织的“文
明报业 火红五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2017
爱心献血”活动成功举办。102 名员工 3 个多
小时献血35600毫升。

王绿扬/文 江飞/图

百名员工
踊跃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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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2017年首期道德讲堂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