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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车展、农博会同天上演“双雄会”

党旗在社区飘扬，党徽在心中
闪耀。从 9 月 18 日开始，大河速递
公司走进各个社区，持续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优质服务进社区”系列
惠民活动。

除了把平价优质的新鲜蔬菜、
新鲜营养的大河巴氏鲜奶等生活物
资 送 进 社 区 ，还 送 去 了“ 精 神 食
粮”——《大河报》《大河美术报》，以
及红色经典电影，通过公益放映活
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将历
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生动地展现给社
区居民，进一步激发他们热爱党、热
爱祖国的热情，也为即将召开的党
的二十大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9 月 25 日，在观看了红色经典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后，郑州市阿
卡迪亚小区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
这种形式非常有意义，他对大河速
递放映工作人员说，露天电影是一
代人的情怀和记忆，红色经典不仅
鼓舞年轻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种围坐一起的观影方式，也增进
了邻里关系，让社区更加和谐。

“你们的蔬菜价格便宜又新
鲜，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便利。”9月
24 日，郑州市正商城裕园的业主
们，正围在大河速递社区摊位前选
购。一位业主说，“你们平时送
报、送奶，居民和你们都是老熟人
了，对你们很信任、评价很高，希
望你们常来。”

大河速递公司副总经理张鑫哲
介绍，“我为群众办实事、优质服务进
社区”惠民活动9月18日启动，截至
目前，已经走进了近40个社区，开展
了近100场活动。

大河速递旗下大河农业公司发
挥供应链优势，精选实惠、新鲜的产
品进社区，原本只在批发市场才能看
到的便宜菜，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买
到，居民十分欢迎。

今后，大河速递将常态化开展进
社区活动，充分发挥基层站点、末端
网点的基础性、公益性功能，加快构
建便民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业态，满足社区居民高品
质、多样化消费需要。 （胡炜东）

“27年前，我们上夜班时也遇到
过类似去年的‘7·20’。那天晚上，
几个夜班编辑靠着微弱的手电筒灯
光精心谋划版面，同时，上夜班的其
他小编也没闲着，他们兵分几路，通
过街头采访和电话采访，连夜完成
了《大风昨晚袭郑州》现场短新闻，
并荣获年度省好新闻一等奖……”

9 月 1 日下午，新闻出版部大办
公室座无虚席，“青春课堂”讲座激
情飞扬。曾当过 6 年夜班编辑的报
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童浩麟，和
夜班小伙伴们一同分享了当年他在
河南日报总编室上夜班时的精彩故
事。

作为资深编辑、记者，童浩麟先
后在夜班、采访部、记者站多个岗位
上历练拼杀，对报纸新闻有着独特
的感情和感悟。本次讲座他以《在

“四勤”中践行“三项学习教育”》为
题，用案例+结论的形式，串联自己
的夜班经历，深入浅出，为青年编辑

带来一堂生动的业务实践课。
“我们新闻战线开展了近 20 年

的‘三项学习教育’都有啥内容？”开
场，童浩麟就抛出一个问题，吊起大
家的胃口。

他说，“三项学习教育”就等同
于我们的日常工作，河南日报新闻
出版部每一位员工身上无处不在。
夜班编辑要争做新闻业务排头兵、
主动担当作为，在“心勤”中做到创
新，在“身勤”中做到实践，在“手勤”
中锤炼笔力，在“眼勤”中彰显脑力。

如何做到创新？首先要“心
勤”，多思考！年轻人要学会独立思
考，通过比较反复，找到工作业务的
突破口。“心勤”之后，要通过“身勤”
落地。工作头十年，童浩麟就跑完
了全省 108 个县。去基层看什么？

“我特别喜欢跑少有记者去过的地
方，还特别喜欢关注没有被报道过
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童浩麟向大
家分享了1999年到确山县最偏远自

然村蓝家沟采访普通农民的故事，
“这些人就像路边的野花小草，独自
散发着清香。”

此外，“身勤”还要和“手勤”“眼
勤”紧密结合，即多练笔、善观察。
夜班要利用好自身平台，通过写评
论、配短评以及锻炼政治审读功力，
全方位多角度地夯实业务基础。

一张张老报纸，一篇篇经典报
道，一个个优秀案例，童浩麟毫无保
留地与大家分享独家“秘籍”。“既然
选择了记者这个神圣的职业，就意
味着奉献、担当。”他认为，除了“四
勤”，青年人还要有成才的梦想。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青年编
辑们听着夜班故事，感受夜班传统，
思考着自己的工作方向。大家表
示，要把老夜班人、优秀记者当作学
习榜样，真正做到“四勤”，多维度锻
炼业务本领，在守好出版安全的同
时勇于追梦，让青春不留遗憾。

（王歌）

9月23日至25日，河南报业印刷工作
年会在濮阳市成功举办，来自全省党报、
行业报、企业报社相关负责人，印刷厂厂
长及相关企业代表共60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回顾了全省报业2021年印
刷工作，通报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交流报业印刷工作经验。会议认为，确
保党报正常出版、高质量出版是报业印
刷单位的重要责任。今年以来，省报协
以宣传迎接党的二十大为首要政治任
务，引领和服务会员单位积极做好宣传
报道，在推动行业升级、维护新闻纸市场
稳定，确保党报出版安全等方面做了大
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会员单位的
充分肯定。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报业印刷单位
在市场供需压力增大、环保要求持续强
化的背景下，抢抓发展机遇，加快业务转
型，注重提质增效，形成了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印务中心、物贸公司为代表的报纸
印刷和物资供应企业，为服务我省报业
宣传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强大支撑和
安全保障。 （张景旭）

“老夜班”来夜班讲“夜班老故事”

青春课堂

省报协举办
报业印刷工作年会

《河南日报》创刊
后，发行量迅速增加，
原有的平版印刷机无
法完成每天的印刷任
务。1949年下半年，厂
长曹智杰赴上海后买
32吋轮转机，1950年春
新机器到印刷厂，随机
而来的还有史美增、周
同兴等技术工人。

1950 年 4 月 1 日，
河南日报轮转机投产，
每小时印报 2.5 万份，
功效提高二三十倍，开
封市可以看到当天的

《河南日报》。这部轮
转机是河南第一部，也
是河南印刷业设备更
新的新起点。

史美增文化水平
不高，但自幼学工，车、
钳、锤、铣样样精通。
失业多时的史美增从
上海来到河南，在机器
安装和技术培训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1952
年，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马恒昌领导的小组向
全国工人发出开展劳
动竞赛的倡议，河南日
报印刷厂将史美增负
责的轮转机小组命名
为“史美增小组”，积极应战和参加竞赛，
经市总工会备案，正式发出应战书。

应战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订师
徒合同、传接和学习技术为内容；第二阶
段以提高印刷质量、确保安全生产为目
标；第三阶段以定额管理、降低消耗为指
标；第四阶段以建立健全责任制度、搞好
组织管理为中心。

史美增带领这个小组充分发挥工人
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全身心投入到火热
的劳动竞赛中。小组中的团员青年，在
竞赛中与技师签订合同，互帮互学，很快
掌握了操作技术，单独上岗操作。1953
年5月4日，史美增小组研制出了轮转机
自动停车器，降低了废品率。史美增因
贡献突出，“史美增小组”在各项工作中
步步当先，1953 年史美增被评为省直劳
模，“史美增小组”也被评为河南省工业
战线先进小组。同年史美增被任命为机
印车间副主任，1954 年当选河南省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光荣地出席了河
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郭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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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速递“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受欢迎

9 月 15 日上午，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上演大河“双雄会”，展馆一层
2022第五届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
业博览会 18000 平方米尽览河南农
业成就，展馆二层三层第 36 届大河
国际车展 32000 平方米点燃大众消
费热情。

政府合作 品牌打造

郑州农博会另辟出口，探索全

新模式，以打造“河南辣”品牌为突
破口，举办首届中国（郑州）数字辣
椒产业发展论坛、设置河南特色辣
椒产业馆，邀请“辣椒院士”等国字
头专家登台演讲，为本届农博会坐
镇背书；多措并举，完成“河南农业
新名片”的品牌打造，将“河南辣”
深入人心；逆市上扬，实现招商规
模和招商金额的双突破，全面提升
郑州农博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
响力。

12万人入场 单品牌销量超2000
1 亿元购车补贴，新车新能源两

大消费热点，国家省市和组委会三重
优惠叠加，60 多个品牌，70 多款热销
车型，8 万元购车抽奖……车展 5 天，
入场观众超过 12 万人，其中周六、周
日入场观众最多，截至 19 日下午，比
亚迪单品牌销量超过 2000 辆。巨大
的汽车成交量，不仅为车企纾困，缓解
销售压力，对于提振消费信心，拉动郑
州市的汽车消费，更是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双核引领 两翼齐飞

高质量办好展会，办出特色办出
实效，发挥展会“人流+物流+信息流+
资金流”的集聚效应，展现河南农业建
设成就和以汽车消费为代表的经济提
振效果，是大河报·豫视频为河南高质
量发展助力的责任和使命。大河车
展、农博会两场大型展会同时开幕，覆
盖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所有展馆，这是
大河报·豫视频在会展业务探索上的
一次成功实践，是媒体转型升级过程
中打的一场“硬仗”，达成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肖海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