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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记谈河南打造解国记谈河南打造““当代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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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带着河南省短篇小
说奖获奖证书，调入河南日报文艺
处。不久，就搬进了老编辑牛老师
的办公室，那时，他从古板到幽默
的性格巨变还在潜伏期。

每天编稿，他伏案在临窗阳光
下，我伏案在门边昏暗里。我也出
出进进，采访演员杨在葆、许还山、
六小龄童、李维康、杨春霞、刘晓
庆、谢芳、阎立品和演奏家薛伟，采
访作家乔典运、李蕤、吉学沛、柏

杨、二月河，采访刘庄村支书史来
贺、竹林村支书赵明恩和焦裕禄子
女，还采访南极科考队员、历史学
者、白衣郎中、外国专家……总之，
领导让报道谁就报道谁，谁该报道
就报道谁，初出茅庐，满腔热情，正
欢着呢！

终于，到我报道摄影家姜健那
一次，牛老师开口了：“你啥都懂？”

这是戏言还是警告？我心中
一懔。

的确，世间三百六十行，记者
岂是万能，怎么会啥都懂？在喘息

的空档期，我常常觉得自己心里只
是一张白纸。

可是，采访任务源源不断砸在
肩上，逼你不懂也要弄懂。河南日
报在全省的舆论地位，决定了你必
须攻占报道制高点，采访一个吃透
一个，写一篇是一篇，即使不能做到
前无古人，也要争取做到后无来
者。尤其是报道那些高端重大的典
型，必须瞬间起跳，突击摸高。一次
次提升标高，一次次爆发冲刺，我快
变成一名撑竿跳高运动员了。

跳跃多了，心就飞舞了吧。26

年记者编辑生涯，我粗略算算，报
道了重大典型和重大事件约 20个
（次）、重要典型近 30个、知名人物
20来个，采访对象从院士专家到工
人农民，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
而最高的顶峰，我以为终结于《霹雳
重生——河南陕县支建煤矿“7·29”
淹井事件69名矿工脱险记》。

谁料想，退休以后更加惊险，

头发白了，骨头老了，反而起跳更
猛，动作更加高难。不仅与朱夏炎
合作发表《英雄不老》、《中国村
魂》，前者摘取了中国短篇报告文
学最高奖；我还采写了《无影灯下，
柳叶刀上》、《青史笔痕》等勉力之
作。

如托马斯·曼在小说《沉重的
时刻》中所说，我在喝干一个个海
洋。人生在于奋斗，无愧无悔。为
了河南日报，一切值得。

但我仍然常怀一颗惕励之心，
因为那句浓重的河南话还在耳边
回响：“你啥都懂？”③2

本报讯 （记者卢 松）“家
里的 7 亩小麦浇过两水，好得
很，亩产能达千把斤。”5 月 26
日，邓州市罗庄镇高庄村村民
黄国栋在地头捧着金灿灿的麦
粒，脸上笑开了花。

丰收的喜悦，在豫南地区
荡漾。当日，驻马店市泌阳县
郭集镇刘庵村，农机手王付合
驾驶一辆去年刚买的联合收割
机 ，在 金 色 的 麦 浪 中 来 回 驰
骋。“今年小麦不错，籽粒饱满，
收割机仓容 2000斤，割两亩地
就能卸一仓。”

记者从省农机局了解到，
全省 8110万亩小麦自南向北陆
续成熟，南阳市和驻马店市等
豫南部小麦已开始收割，“三

夏”农机会战拉开序幕。截至 5
月 26日 17时，全省投入联合收
割机 7942 台，已收获小麦 145
万亩，机收小麦 138万亩。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
织 400余万台（套）农业机械投
入生产。目前，全省已发放农
机跨区作业证 9 万多张，安排
接机服务站 400 余个。同时，
确定 1200个农机用油专供站、
组建 1000 余支送油小分队服
务“三夏”生产。

从 5 月 25 日起，全省各级
农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中心
开 始 运 行 ，实 行 24 小 时 值
班。省农机局局长张开伦介
绍：“我们将全力组织好农机
跨区作业，力争 15 天左右把

小麦抢收到手。专门制定了
应急预案，及时应对不良天气
情况和突发事件，确保夏粮颗
粒归仓。”

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
组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
财 5月 26日在漯河市查看小麦
生长情况。他告诉记者，受小
麦播种面积增加、单产预计再
创新高、病虫害防控有力等利
好因素影响，今年我省夏粮有
望再获丰收。③11

“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
下’之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中原更加出彩。”习近平总书记的
谆谆教导，响彻中原大地，激励着亿
万中原儿女砥砺奋进。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华夏文
明发祥地，群雄逐鹿古战场，几千年
风雨沉浮，沧桑变化，从未像今天这
样生机盎然：

中原熟，天下足。粮食生产核心
区筑强中国“大粮仓”，以全国1/16的
耕地，生产出占全国总量1/4的夏粮
和 1/10的粮食，每年外输粮食或粮
食制品300多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
突出贡献。

中原通，天下畅。截至 2013年
年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5859公
里，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建设“五
网一系统”，多式联运构建现代综合
交通体系，打造“米”字形快速铁路
网，空陆一体化的交通网络逐步铺
开，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助推河南
成为经济发展新高地。

中原富，起宏图。经济总量连
续10年位居全国第五、中西部之首，
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全面实施，郑欧货
运班列开通，河南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180
个产业集聚区引领中原新一轮“聚”
变，自主创新有声有色，我省在全国

大局中的地位影响进一步提升。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中原大地之所以精彩纷呈，源
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正确部署。改
革开放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每一
次重大改革都给河南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

中原大地之所以亮点不断，还在
于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发展保持
良好势头，调结构转方式初见成效，改
革开放有声有色，城乡面貌不断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
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和改进。这些变化
使河南在中部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为未来发展积蓄了更大后劲。

“改革意味着创造优势，优势意
味着率先发展。这一轮改革中谁看
得准、行动快、做得好，谁就能创造出
体制优势，谁就能形成竞争力，谁就
能实现率先发展。”省委书记郭庚茂
点明了河南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让中原更加出彩，这是中央的殷
切期盼，是中原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
实现崛起振兴富民强省的必由之路。

蹄疾步稳，稳中求进，继续做好
河南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任重而
道远：作为人口大省，河南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作为
农业大省，既要解决好自身吃饭问

题，又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
献；作为能源原材料大省，资源环境
约束加剧，生态保护难度加大，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非常
迫切。河南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
型的关键时期，难走的是上坡路。

上坡路，怎么走？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
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富强
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

“四个河南”建设，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河南
答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
河南的具体实践；是河南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的科学定位。“四个河南”建设，
使我省的战略定位更加清晰，发展目
标更加明确，发展路子更加科学，已
成为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明确目标。

中流击水，乘势而上，实施三大
国家战略规划，打造“四个河南”，明
日中原更喜人——

经济更好。着力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
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
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

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
镇化，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以产
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

“三个体系”，加强五大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
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农业更强。着力做好农业农村
农民工作，重点抓粮食生产、现代农
业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打造全国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现代农业大
省。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
工程，抓好现代农业建设，实施现代
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都市生态
农业发展工程，积极抓好城乡一体化
发展，做好“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

干部更实干。着力建设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事靠人
为，事在人为，领导干部要强化思想
政治建设，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端正从政理念，尽实干之
心；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健康开展，增
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聚实干

之力；完善干部考评和选任机制，探
索考察干部德的有效办法，强化党组
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用好的作风选人，不让干事者
吃亏，树实干之风。

人民更幸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平安河南、文
明河南建设结合起来，以民生问题为核
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管理
水平，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抓好
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等民生之本、民生保障，抓好
信访稳定、维护公平正义，解决好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中原兴，中部兴，中国兴。我们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
察指导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真抓
实干，锐意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向党中
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时光刻录了中原大地灿烂的过
去，也必将见证中原儿女更加出彩的
未来！⑧3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5 月 26
日,省委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
大）报告会,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所长金一南教授应邀作了题为《中
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
的辅导报告。省政协主席叶冬松
等出席报告会，省委副书记邓凯主
持报告会。

省领导李克、尹晋华、周和平、
刘满仓、吴天君、赵素萍、夏杰、陈雪
枫、卢长健、秦玉海、张大卫、赵建
才、王铁、张维宁、靳绥东、邓永俭、
李英杰、龚立群、梁静、高体健和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蔡宁，省军区政治部
主任史衍良、后勤部长王福祥出席。

报告会上，金一南教授通过生
动的例证、详实的史料、独到的解

析，深入讲解了中国革命、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浴血奋斗
中走向辉煌的伟大历程，全面展示
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
形象，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历史脉络、时代背景和
光明前景。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
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
相统一，旁征博引、逻辑严谨、论述
精辟，既有战略高度，又有历史深
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感染
力，对于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中
国梦的目标、全面推进当前的改革
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和中
央驻豫有关单位厅级领导干部，在
郑省管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报告会。③11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5 月 26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在郑州
为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副校长王
永生带队的国防大学第 44 期国防
研究班介绍河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

谢伏瞻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
防大学第 44 期国防研究班一行来
豫进行现地教学活动表示欢迎，对
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的关心和支
持表示感谢。谢伏瞻说，河南地处
华夏腹地，素有“中州”、“中原”之
称，是全国唯一地跨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四大流域的省份。河南历
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人口大省、
人力资源大省，同时河南也是兵源
大省。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是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人流、
物流、信息流中心，高速公路 5859
公里、连续 8年居全国第一位，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进入国家一类机场行
列。河南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大省、
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
省，2013年，全省生产总值 3.2万亿
元，多年居全国第 5位。

谢伏瞻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河南的发展，先后批复了粮食
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个战略规划，
进一步拓展了河南的发展空间。我
们紧紧围绕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
强省总目标，全面实施三大国家战
略规划，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加快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

河南、美丽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科
学性和后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谢伏瞻说，我们切实抓好“三农”
工作，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河南
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常年占全国的
十分之一，小麦产量超过四分之一。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产业结构
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积极成
效。河南工业体系较为完备，形成了
能源、有色、食品、纺织、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等一批重点产业，大型客车、
手机、速冻食品等产品在全国市场占
有重要份额。强化基础支撑能力建
设，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着力巩
固和放大综合交通优势，不断加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能源、
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动力和活
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呈现规模扩
大、质量提升、领域拓宽的良好局
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保持
和谐稳定，每年坚持实施好“十项重
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河南经济
运行开局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一季
度，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8.7%。目前，
小麦收割在即，夏粮有望再获丰收。

谢伏瞻最后说，当前，全省上下
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特别是近期视察河南的
重要讲话，决心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昂扬的士气，加快中原崛起河南
振兴富民强省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省委副书记邓凯主持省情介绍
会，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周和平，
副省长李亚出席。③12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5月 26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
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
新疆发展稳定，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
全。目前，新疆发展势头良好，社会大
局稳定。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新疆工作
的大政方针完全正确。同时，要深刻认
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尖锐性，充分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
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新
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上来。全党同志要深刻
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
是我们党治疆方略的方向目标，是新疆
各族干部群众的迫切期盼，是实现新疆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坚决反对和
依法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切实维护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要把严厉打击暴
力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使宗
教极端势力渗透蔓延和暴力恐怖活动得
到遏制，坚持长期作战，坚定必胜信心，
扎实做好新疆长治久安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
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
执行中央关于新疆工作大政方针，围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以推
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
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
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
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
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
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贯穿到新疆工作各个方面，加强
和创新民族团结工作，大力推进双语教
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
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
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加大爱国宗教
人士培养力度，努力促进宗教和谐。

会议指出，要围绕民生推进科学发
展，坚持就业第一，确保零就业家庭至
少有一人就业；坚持教育优先，全面提
高新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量，加快农
牧区和偏远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在南
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坚持发
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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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原更加出彩
本报评论员

谢伏瞻为国防大学第44期
国防研究班介绍河南省情

省委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
叶冬松等出席 邓凯主持

在河南日报上“撑竿跳高”
□本报记者 王 钢

促发展 暖人心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成效综述

▶▶3版·要 闻
农机工作准备就绪“三夏”生产拉开序幕

我省小麦陆续开镰

《《河南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河南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本报明日刊发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日报编辑部
课题组撰写的理论文章

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出彩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上图 5月 26日，一台台收
割机正在确山县留庄镇马沟村
收割小麦。该县80万亩小麦陆
续开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我与河南日报的故事我与河南日报的故事

■“三夏”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