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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远（1904—1955），原名刘
进邦。男，汉族，山东省潍县（今属
潍坊）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
八师副师长、师长，第二军军长等
职。1934年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
负 责 情 报 、保 卫 、交 通 等 工 作 。
1936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
期学习，并兼任第十一队军事教
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到山东
工作。1937 年冬，同赵健民在冠
县、馆陶一带收编民间武装，扩大
抗日力量。1938年 1月起，历任鲁
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机
枪营营长、二团团长，八路军一二

九师先遣纵队参谋长，抗日军政大
学一分校三支队副支队长，冀鲁豫
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运东专员
公署专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参加了鲁西区 1940年秋
季、1941年春季反“扫荡”，冀鲁豫
边区 1943年秋季反“扫荡”和 1945
年晋冀鲁豫边区大反攻。解放战
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司令员，冀鲁豫区党委常委，平原
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淮海
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平原
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第一副
司 令 员 等 职 。 1955 年 在 太 原 逝
世。③10

刘致远

濮阳龙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树脂采
购二次公开招标、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气动快关阀公开询价采购、南阳天益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万向伸缩节询价采购
评审结果公示……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招标采购平台上，各类招标资讯、采
购公告、评审公示、结果公告等逐一显现，
供招标投标各方和评审人员随时查询。

“集团的招标采购越来越规范透明，
要想暗箱操作是很难的。”河南投资集团
纪委书记张宏丽告诉记者，规范招标采购
正是集团今年巡视整改的重点。

此前，省委巡视组在巡视反馈意见中
尖锐指出“招标采购工作漏洞较多，人为
操作迹象明显”，集团为此成立整改工作
小组，集中时间和力量，重点解决招标投
标不规范等突出问题。

规范评标专家的抽取，完善电子招标
平台，力争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
壤。加强评标专家库管理，规定评审专家
必须从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抽取，且外内
部专家数量比例不低于 8∶1；加强采购活
动的现场监督，集团本部、豫龙同力、省同

力等企业已完成了固定评标室的建设和
音视频记录设备的配置。

集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标采购
过程管理的通知》，自《通知》发布起，集团
系统控股企业共发布采购公告 170 个，公
告时间均符合要求，公开招标方式的采购
47个，占比 27.65%，较巡视前的 12.55%有
了显著提高。

对于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提出官僚
主义和行政化倾向明显的问题，集团也做
出积极回应：完善工作流程，减少管理层
级，简化程序，改进会风文风，着力提高工
作效能。集团先后两次召开项目决策流程
讨论会，对现有投资决策办法进行修订，抓
住核心把关环节，适度优化项目投资决策
的流程。部分集团决策审批事项下移，如
重大资本性支出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目
标责任书签订的审核由原先的集团总经理
办公会决策调整为经理办公会决策。

查办案件执纪问责促整改。张宏丽
介绍，投资集团抽调 32名专业人员，组成 4
个案件调查组，认真查办巡视组交办的问
题线索，目前共给予 4人党纪处分、7人政
纪处分，诫勉谈话 11人次，提醒谈话 6人
次。③9

对省管国企下属企业负责人的年均
收入在百万元以上，职工们意见可不小。
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后，河南省国有资产
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集
团）对此进行了整改。

“对下属企业管控不力，对投资项目、招
标采购、薪酬奖金等疏于管理。”这是省委巡
视组对国控集团巡视后反馈意见中的一条。

梳理问题，抓好整改，国控集团马不
停蹄动作连连：

成立督查小组，深入所属企业对党风
廉政建设及“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集团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对问
题较多的平煤机、煤建集团、豫粮集团等 3
户企业的党委书记进行约谈，要求认真反
思、查找原因，把压力传导到基层。

开展投资专项治理工作。国控集团
在省委巡视组已反馈的违规投资项目外，
新发现违规投资项目 3项，已对豫粮集团
及平煤机新发现违规投资项目予以叫停，
待完善手续后实施。

集团下属企业为民营企业担保存在
国有资产损失的潜在风险，国控集团开展

专项检查，要求平煤机指定专人负责对外
担保管理，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防范担保风险。

在下属企业招标投标管理方面，集团
制定《招标采购监督实施细则》，从全过程
对招标采购进行控制规范，并实施招标采
购计划及大宗招标采购项目报备制度。

开展所属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奖金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截至 7月 28日煤建
集团 12 名领导人员共计退出多领的薪酬
605 万元。同时建章立制，建立薪酬核准
制，规范企业领导人员收入分配。

对参股企业国有股权疏于管理问题加
强整改，从体制上集团系统各级企业均明确
了参股公司的日常事务管理部门和分管领
导，实现对参股公司的集中管理，解决缺位
问题。同时参股公司强化了法人治理。截
至目前，14户参股公司中，有 11户分别制定
或完善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办公
会议事规则，尚未制定法人治理议事规则 3
户参股公司，集团将督促其尽快制订。

“集团领导班子团结了，决策科学化
水平高了，一些棘手问题也逐步得到解
决。”这是国控集团一位工作人员对整改
的评价。③10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堵招标采购漏洞
防范人为操作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加强管控
莫让下边乱了套

□本报记者 惠 婷 本报通讯员 翟 耀 □本报记者 惠 婷 本报通讯员 翟 耀

在 纪 念 抗 战 胜 利 70 周 年 阅
兵仪式上，由抗战老兵、英雄子
女 和 支 前 模 范 组 成 的 老 兵 方 阵
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 65 位抗
战烈士子女中，就有著名抗战烈
士“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
的 二 儿 子 宋 福 保 老 人 。 9 月 5
日，刚刚回到焦作的宋福保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

“终于等到这一天！我带着父
亲的遗志，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光荣地走过了天安门广场，真是万
分荣幸！祖国没有忘记我们的革
命先烈，让我非常感动！”64 岁的
宋福保激动地说。

8月 21日，宋福保和妻子提前
半个月到了北京，被安排在离天安
门广场比较近的首都大酒店。

“我和葛长生住对门，我们两
个经常联系！十几天的时间里，我
们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
老英雄和烈士子女，还有许多老首
长。”宋福保说。葛长生老人是“狼
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儿子，
由于两位先烈的关系，这两位老人
也成了常联系的朋友。

“当阅兵车经过天安门，那是
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宋福保
激动地告诉记者。

“徒步方队中的‘狼牙山五壮
士’英模方阵是我父亲的老部队！
看到他们，我的心中无比亲切与激
动！”谈到“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
队方阵的精彩表演时，他激动得一
度说不出话来。“几十年来部队建
设很了不起，这次亮相的新型装备
和武器，说明我们国家确实强大起
来 了 ！ 人 民 军 队 确 实 是 威 武 之
师！”宋福保说。③12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之子宋福保：

带着父亲遗志接受检阅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通讯员 耿庆霖

“当老师是一种责任。每当
看到学生、家长对我的期望，我
都感到很幸福、很自豪。”9 月 6
日，刚刚获得“2015 河南最美教
师”荣誉称号的辉县市拍石头乡
中心小学教师张锦文说。

张锦文是一名有着 37 年教
龄的乡村教师。他任教的拍石头
乡地处太行山深处，自然环境恶
劣，交通闭塞，在村里教书的教师
忍受不了深山的清苦，都陆续选
择离开。1978年，正在上高中的
张锦文被村支书请回小学教书，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了。“唯有
知识能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张
锦文说，“一定要让每一个孩子实
现上学的梦想，让他们将来也能
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学校在山脚，家却在山顶。
张锦文每天要走 8 公里山路到

学校教书，这一走就是 25 年。
25 年间，他走了近 6 万公里，磨
破了 350多双千层底布鞋，一直
到 2003 年拍石头乡合点并校，
他才结束了每天 8公里的“长途
跋涉”。

张锦文说，在他的教学中，
始终坚持先育人再教书。经过
不断探索，他形成了自己的“不
教而教、不学而学、自主快乐”的

“快乐教学法”，被人称为“山里
的孔夫子”。在张锦文所任教的
这个不足 300人的小山村，共走
出了 3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

当一拨拨山里人走出大山，
张锦文依然在村里坚守清贫。他
每天清晨 5：30起床，一直工作到
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由于
长期劳累，2001年的一天，张锦文
在给学生讲课时，突然晕倒在了
讲台上。经过诊断，张锦文被查
出患上了心脏病、甲亢、胃炎等多
种疾病。医生要求他立刻住院治
疗，他却让妻子背了一大包药回
家，坚持一边吃药，一边教学。

从事乡村教师 37年来，张锦
文先后荣获“国家级骨干教师”、

“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文明
教师”等多项荣誉称号。他说：“如
果孩子还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
留下，直至倒下的那一天。”③10

今年 44 岁的王建平，是邓
州市穰东镇第一初中的一名乡
村教师。10 余年来，她利用业
余时间，通过“心灵之约”信箱，
与学生通信 6000 多封，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为“知心姐姐”。

“这些信并不是什么灵丹妙
药，但是它能温暖孩子的心灵。”
手握河南最美教师奖杯的王建
平如是说。

“我们学校是一所农村寄宿
制学校，孩子们 80%都是留守儿
童。他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在最需要亲情、爱和温暖的年
龄，在最需要帮助、交流、沟通的
时候，他们却一天天在孤独寂寞
中成长。”王建平说，写信就好像
写日记，它可以更好地让孩子表
达内心的真实想法。

于是她就自制了一个信箱，

挂在教学楼前的墙上，并为它起了
一个温馨的名字——“心灵之约”。

“自那以后，我每周都要为
学生回三四十封信，有时候一天
能回十几封。”王建平说，为了保
护学生的隐私，她让学生用化名
写信，再将回信放在信箱下面的
窗台上由学生自己取。慢慢地，
信箱里的信逐渐多了起来。

从早恋到同学之间的矛盾，
从思索生命的意义到处理和父
母的关系……孩子们有什么困
惑，有什么小秘密都愿意找“知
心姐姐”倾诉。而王建平也都会
耐心认真地给孩子们回信，将他
们的烦恼一一化解。

11 年过去了，信箱由木质
的变成了铁质的，王建平收到的
信由一叠变成了一摞，以至于塞
满了家里的柜子。王建平不仅
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也先后被评
为感动南阳十大人物、河南省特
级教师、中国好人、全国优秀教
师等。

随着王建平“心灵之约”信
箱的影响越来越大，学校的不少
老师也加入到“心灵之约”的工
作中来，如今规模已扩大至 30
人。2012 年，学校又专门设置
了一间“心灵之约”接待室，为有
需要的学生开辟了面对面交流
沟通的渠道。③12

与同龄人相比，42岁的赵秀
红显得十分年轻，灿烂的笑容总
是挂在脸上。赵秀红说，这是她
多年从事幼教工作养成的习惯，
只要她对孩子们微笑，孩子们就
会用笑容来回报她。

出生于教师家庭的赵秀红
从小在农村长大，非常喜欢领着
村里的孩子们玩，是孩子们的

“大姐姐”，长大后她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幼师专业。

1991年 7月，刚满 18岁的赵
秀红来到许昌市实验幼儿园工
作，一干就是 20 多年。幼教事
业是“爱”的事业，需要一份内心
的坚守和奉献，赵秀红说：“作为
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爱心是第
一位。只有满怀这份爱，才能从
工作中找到乐趣，真正把幼儿园
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

与其他岗位相比，幼教老师
需要更加耐心、细致，给孩子无微

不至的关怀。几年前，赵秀红刚
怀孕两个月，班里来了一名叫朴
金怡的韩国小朋友，一句汉语也
不会说。为了教朴金怡学汉语，
赵秀红坚持不吃东西来减少孕吐
反应，鼓励班里的孩子多和朴金
怡交流，营造快乐的语言氛围，在
她的关心呵护下，朴金怡顺利学
会了汉语。“一个幼儿教师用心、
用爱去呵护孩子，就能得到这么
强烈的幸福感。”回忆起当时的感
受，赵秀红说。

从进入幼儿园的那天起，赵
秀红为孩子们编写的儿歌、童话
故事已超过 2000个；她执教的优
质课、自制玩教具多次荣获省、
市一等奖；她辅导学生画的 200
多幅幼儿绘画作品分别荣获全
国、省、市大奖；她撰写的实验报
告荣获“河南省科技成果一等
奖”。她还主持并参与国家教育
部重点课题，省级、市级多项课
题研究并出版发行教材教参 30
多册。

在赵秀红心中，幼教事业是
值得探索一生、奉献一生的光荣
事业。“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
孩子的心灵就像是一张白纸，你
怎么去描绘，孩子就会呈现出怎
样的图画。”赵秀红说，“每一个孩
子，都是上苍派来的天使。我每
天和天使在一起，陪他们一起幸
福成长，想想都是美好的。”③9

大步走上“首届河南最美教
师”的领奖台，郭春鹏眼里闪着
光、嘴上挂着笑，让你丝毫不会
将他与瘫痪过、患过尿毒症、做
过造瘘手术、腰间挂着引流袋的
4 级伤残病人联系起来。郭春
鹏说：“是爱的力量让我只能选
择坚强，是爱让我创造了奇迹。”

郭春鹏今年 39 岁，是方城
县杨楼镇第一中心小学数学教
师。17年前的一次意外改变了
他的命运。

1998 年 12 月 21 日清晨，郭
春鹏所在学校正准备举行升旗仪
式时，旗绳突然被拉断了。几个
学生要爬上去更换时，郭春鹏担
心学生有危险，就自己爬了上
去。谁知刚爬到旗杆顶端，旗杆
突然拦腰折断，郭春鹏被摔成了
脊椎粉碎性骨折，最终下身瘫痪。

为了重回讲台，郭春鹏记不

清自己做了多少回手术、扎了多
少银针、摔了多少次跟头……
2002 年，郭春鹏奇迹般地站了
起来，几个月后他便迫不及待走
进自己日思夜想的教室。

虽然身上还带着无法取出的
椎骨碎片；虽然必须忍受大小便
失禁的痛苦，一节课要去三四次
厕所；虽然还要接受数十次的手
术治疗……郭春鹏却始终不曾放
下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
说，一进教室，所有的痛苦都忘
了，站在讲台上才能体现他的价
值，才能感觉自己不是废人。

但是，重登讲台不过两年，
在 2004年的一天，正在上课的郭
春鹏忽然晕倒在讲台上。诊断
证明显示，郭春鹏因为长期的大
小便失禁而得了尿毒症。当年，
郭春鹏不得不接受造瘘手术，通
过一根管子来排泄大小便。

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
妻子的不离不弃、真情陪伴，领导
同事的关怀帮助，更让重返校园的
郭春鹏增添了对三尺讲台的热
爱。他的笑容更多了，与孩子们的
关系也更亲密了。“我特别享受站
在讲台上孩子们冲我微笑点头的
情景，特别享受孩子们围着我不让
下课，星期天让我陪他们一起抓鱼
爬山的感觉。我特别热爱老师这
个工作。”郭春鹏说。③10

张锦文：

6万公里行走践行担当
郭春鹏：

从未放弃对教育的爱

□本报记者 陈小平

赵秀红：

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王绿扬

□王绿扬

王建平：

“知心姐姐”的心灵之约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刘 露

编者按

一幅壮美的画卷，
有可能始于一支粉笔；
一条宽阔的大道，也许
就 从 三 尺 讲 台 铺 开 。
在第 31 个教师节到来
之际，让我们再一次将
目光聚焦到那个神圣
的群体——教师。

9月 6日揭晓的 10
位首届河南最美教师
是 他 们 中 的 典 型 代
表。或数十年如一日，
用行走的力量践行教
师 的 担 当 ；或 耐 心 倾
听，用 6000多封书信驱
散孩子心中的寒冷；或
不顾残躯病体，自强不
息……他们用大爱诠
释教育的真谛。让我
们一同走近“2015河南
最美教师”，感受“最美
教师”之美。③9

9 月 3 日，红旗检阅车在北京
天安门阅兵式上荣耀登场，载着
习 近 平 主 席 检 阅 三 军 —— 作 为

“中国第一车”的红旗车再一次闪
亮登场，气派、尊贵、豪迈、大气的
外形，彰显着庄重和典雅。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款检阅
车的造型设计，出自咱河南人之
手——中国一汽技术中心红旗品
牌首席设计师、造型设计团队负
责人常冰，是延津出生延津长大
的、地地道道的“河南娃”！

9 月 6 日上午，记者拨通了常
冰的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是
非常正宗的乡音，常冰讲述的则
是一个让河南人倍感骄傲与自豪
的故事。

1977 年 12 月，常冰出生于延
津县马庄乡袁庄村，父母都是马庄
乡供销社普通职工。

“还不会写字时，我就在成天画
汽车。”常冰说，自己两三岁时，父母
就发现他特别喜欢画汽车，看到电
视上的汽车学着画，供销社的大卡
车是他的“模特”，看到马路上跑过
一辆汽车也要赶紧画下来……

也正因为这份痴迷，常冰考
上了以汽车设计制造专业著称的
吉林工业大学，选择了梦寐以求
的工业设计（汽车车身）系，2001
年毕业就加入一汽，圆了自己从
小到大的汽车“造型设计梦”。

作为红旗品牌首席设计师、
造型设计团队负责人，常冰负责
的是检阅车的外观与内饰。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常冰
毕业的第二年，就开始主持“红旗
名仕”换代的造型设计，常冰把这
归结于“幸运”。

2004 年，常冰开始担纲设计
“大红旗概念车”，2005 年这款新
鲜出炉的HQD概念车在上海一经
展出，就好评如潮，在业内引起了
巨大轰动。

“红旗检阅车，就是在‘概念
版’的基础上，经过局部调整后，
进入实际量产设计阶段，进而生
产制造出来的。”

2009 年国庆阅兵式上，常冰
设计的红旗 CA7600J 成为首长检
阅车，第一次正式登台。今年 9月
3日阅兵式上使用的也是这一款，
虽然车辆重新进行了极为细致的
整备，但其造型设计是相同的。

此外，这次阅兵式上，阅兵总
指 挥 宋 普 选 上 将 乘 坐 的“ 红 旗
H7”，也是常冰率团队完成造型设
计的，这两款红旗车整车造型设
计专利上的第一设计人，署的正
是“常冰”这个河南人的名字。

在电话中，常冰乡音未改，言
语中也透露出对家乡真挚而深沉
的感情。

“我最爱听的就是河南话，回
家的火车一进入河南，我的口音
就能马上‘切换’过来。”

常冰也紧密关注着河南汽车
产业的发展，宇通客车取得的成
绩让他为之骄傲：“看到宇通客车
实现无人驾驶，旅游时坐上宇通
大巴，甚至在国外看到宇通客车
的身影，都让我倍感亲切，由衷地
为之自豪！”③12

抗战阅兵检阅车
设计师是咱河南人！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赵同增 郭永锋

抗战阅兵检阅车设计师常冰。⑤4

“阅”享荣光 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