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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28日晚，由河南省京剧艺术中
心复排的红色经典京剧《红灯
记》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精
彩上演，拉开了我省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优秀现代戏展演
序幕。省直机关400多名党员
干部与广大观众一起观看了演
出。

京剧《红灯记》曾被列为八
大样板戏之首，讲述了在抗日
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地下
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了党组织
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电码的任
务，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玉和遭

日寇杀害。铁梅继承父亲遗
志，机智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将
密电码送上柏山，胜利完成党
交给的任务，充分展现了一代
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奋不
顾身的崇高精神。

之所以称此次复排的《红
灯记》为“青春版”，是因为主创
人员多是 80后、90后，由优秀
青年演员邢鹏远、史筱媛、董亚
楠分别饰演李玉和、李奶奶、李
铁梅。

当晚，整场演出高潮迭起，
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观众
纷纷起身鼓掌。很多观众表
示，听到了久违的《红灯记》，再

次感受到了经典京剧的魅力。
此次展演是按照我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纪
念活动统一安排，由省委宣传
部、省委组织部、省委省直工
委、省文化厅联合主办，旨在
大力宣传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扎实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在全社会形成“向先进学习，
向楷模看齐”的浓厚氛围。接
下来，将有豫剧《焦裕禄》《史
来贺》《村官李天成》《铡刀下
的红梅》《燕振昌》等五场优
秀剧目在省人民会堂陆续上
演。③6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6月 28日
记者获悉，我省选手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获得10个一等奖。

这次大赛由教育部、天津市政
府等 37个部委（单位）联合主办，在
天津、北京等 16 个赛区举行，全国
37 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
的近万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历时近
1个月。我省派出 43所中等职业学
校 170 名选手参加比赛，共夺得大
赛奖项 102 个，其中一等奖 10 个、
二等奖 39个、三等奖 53个，获奖率
高达 82%，高于全国 60%的平均获

奖率。
这是2000年以来我省在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夺取奖项最多、
一等奖最多的一次。

我省职业技能比赛能获如此殊
荣，与我省加大力度实施科教兴豫、
人才强省战略分不开。2008 年以
来，我省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
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作为支
撑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强
力推进，启动实施了职业教育攻坚计
划和全民技能振兴工程，使我省职业
教育得到长足发展。②28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马邵华 范雪）记者
6月 29日获悉，河南能源义煤公司开祥化工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利用“互联网+”，着力拓宽学
习教育平台，目前，“开祥化工党建云平台”已正式在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通运行，这是我省41个全国党
建云平台中唯一的国有企业党建云平台。

党建云平台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自主研发，是
集党务信息发布、党务工作操作、互联网与移动新媒
体应用、互动交流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信息平台。

开祥化工党委负责人介绍，通过“开祥化工党建
云平台”，公司可及时立体报道党建工作和“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展现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和经验做法，使之成为企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重要宣传窗口。该平台设置的《基层动态》、《党课
知识》等专题栏目，为广大党员干部搭建了互动交流
平台，促进学习提升、取长补短、共同提高。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齐
放）6月 27日，漯河医专大学生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挂牌成立，并为首期入
驻的28个大学生创业项目颁发了工
商营业执照，该基地也成为我省首个
大学生健康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

为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漯河
医专突出专业特点，依托学校实训
基地、重点实验室建立孵化基地，开
辟了面积为 3007 平方米的大学生

“双创”孵化基地，指导大学生围绕
大健康产业创新创业。经过层层选
拔，由该校 28名在校大学生领衔的
创意口模工作室、中医养生馆、美妆
美甲馆等28个项目成为孵化基地的

首批入驻商户，经营范围涵盖中医
养生、健康管理、口腔健康、养老服
务、美容保健、文化创意、电子商务
等，充分彰显了医学院校的专业特
色。拿到“漯河市源汇区柯柯美容
馆”营业执照的口腔医学系 2015级
医疗美容技术一班学生徐柯柯兴奋
地说：“我们学的就是美容保健，学
校又帮我们拿到了营业执照，今后
的创业更加有保障了！”

据介绍，该孵化园包括创客沙
龙、创意空间、一站式服务区等区域，
每年可以培养 200余名大学生创业
者，吸纳500余名大学生进行创新创
业实践。③5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一所以烈士名字命名
的学院，从建院到现在不到 3 年时间，已经承接
了 1000 多个班次。焦裕禄干部学院全力打造地
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让从这里走出的学员灵魂
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境界得到提高、党性得
到增强。

当年焦裕禄栽种的“焦桐”旁，这所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干部学院先后被中组部确定为全国 13
所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之一。截至目前，已有
40多个单位将焦裕禄干部学院确定为培训基地，
涵盖了中直机关、全国重点大学、国有企业、干部
培训机构等。

2013 年 8月焦裕禄干部学院建成开班后，该
院围绕焦裕禄精神实质与内涵，深入挖掘焦裕禄精
神文化资源，按照“接地气、创特色”的办学宗旨，
采取“菜单式”选课、“模块式”组课的课程开发模
式，较好地满足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培训需
求，成为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理想信念、宗旨意识
教育和增强党性修养的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
截至目前，该院已培训学员6.5万余人次。

开发特色课程与教材。一是深入挖掘焦裕禄
先进事迹和焦裕禄精神深刻内涵，开发了“焦裕禄
在兰考的475天”“焦裕禄精神时代价值”等特色课
程。二是紧密结合党性教育的新要求，先后开发了

“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焦裕禄精神的论
述”，“贯彻‘四有’要求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学习焦裕禄精神做合格共产党员”等10余门核心
课程。三是配合课程开发，编写出版了《永恒的丰
碑——焦裕禄的故事》《做最好的党员——向焦裕
禄同志学习》《当好一线指挥官——做焦裕禄式的

“四有”干部》等教材。
采用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结构合理的

教师队伍。成立专家顾问团，指导学院教学科研工
作；建立了一支理论素养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
题课教师队伍；聘请焦裕禄生前同事和普通群众，
建立了一支生活气息浓厚的本土教师队伍。

打造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模式。以焦裕禄精神
典型展现地为教学点，打造“实地、实景、实情”的
现场教学模块；以与焦裕禄事迹的亲历者互动为重
点，打造“真人、真事、真情”的教学模块；以焦裕禄
精神的时代价值为着力点，打造“深挖、深研、深
度”的党性教育专题教学模块；以“行动学习法”培
训理念为支撑，打造“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的
体验教学模块，组织学员到农村劳动、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③6

□本报记者 何可

夏日炎炎，甘甜的西瓜成为解暑
时令佳品。与往年不同，今年夏天，郑
州人习以为常的街头瓜摊难觅踪影。
人们不禁要问，瓜车去哪儿了？

街头难觅瓜车

6月 28日中午，陇海社区的水果
店里，买西瓜的人络绎不绝。摊主赵
宇忙着将西瓜从面包车上搬下来，这
些西瓜是刚从中牟县姚家镇刘集村瓜
地采摘的。热浪袭人，西瓜卖得很快，
老赵打算第二天赶早再跑一趟中牟。

据粗略统计，郑州市区水果店售
出的西瓜约占市区西瓜销售总量的半
数，进店买瓜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

“瓜车进城”曾经是郑州城市管理
的难题。十几年来，小小的西瓜经历
了“由乱到治”的转变。如今，由于实
施了城市精细化管理，街头难觅瓜

车。“我们全天候巡查，发现农用车流
动卖瓜，立即制止，劝导离开。”郑州市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中牟西瓜“走出”郑州

切断了传统的瓜车进城渠道，中
牟西瓜路在何方？

6月 27日傍晚，中牟县韩寺镇大
洪村村头的农贸市场里，30岁的阮建
胜用力拉紧卡车帆布棚系带，将刚刚
收购的 5吨无籽西瓜盖得严严实实。
第二天清晨，这批新鲜西瓜将出现在
600公里外的湖南省岳阳市。

“俺村的西瓜大都卖到了湖北、湖
南、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大洪村党
支部书记林宝川说，在农贸市场里，收
瓜的卡车扎堆，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
客商忙着与瓜农交易、结算。

在中牟县韩寺镇、姚家镇、官渡镇
等西瓜主产区，瓜季已近尾声。据中
牟县农委统计，今年全县西瓜种植面

积7.3万亩，总产量预计超过20万吨。
中牟县农委高级农艺师王素梅告

诉记者，随着中牟调整西瓜种植结构，
外销量持续增长，数据为证：2003年，
中牟西瓜 80%卖到了郑州市区，如今
外销比例超过80%。14年间，中牟西
瓜的去向发生了逆转，已从高度依赖
郑州市场转而走向全国。

从内销 80%到外销 80%，从根本
上解决了瓜农“卖瓜难”问题。遍布中
牟产地的西瓜批发市场，使瓜农足不
出县就能解决西瓜销售问题。在中部
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河南万邦
物流城内，中牟西瓜占总交易量的
70%，满载着西瓜的重型卡车奔向全
国各地。

地头卖瓜收益大

中牟县姚家镇黄坟村的瓜农黄书
林说，早上摘的西瓜，拉到市场上一天
就卖完了，“以前拖家带口进城卖，要

卖一个多星期，受罪不说，还耽误农
活。”

据中牟县调查，由于时间和精力
有限，如今有3亩以上瓜田的瓜农都不
愿意进城卖瓜，而这一群体占了中牟
瓜农的绝大部分。瓜农安心种西瓜，
关键在于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在多方
努力下，多元化的供货渠道已经建
立。6月 28日，中牟西瓜产地收购价
1.1元，郑州零售价只比这个价格高出
1角钱，进城卖瓜显然不是个明智选
择。

“种了十多年西瓜，今年卖瓜最舒
心。”中牟县黄店镇西谢村的谢奇老汉
说，他今年种了3亩露地西瓜，瓜卖完
一算账，除去投入，收入约 10000元，
而去年满打满算还不到3000元。

通过多年的引导，如今，中牟瓜农
们渐渐摆脱“自产自销、一盘散沙”的
小农经济思维，改变了传统种植、销售
方式，走上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道路。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连续播出
节目24个月，播出时长超过1.3万个
小时……一个“河南造”的电影频道
在非洲大地火爆异常。

6月29日，记者从河南影视集团
获悉，由该集团设立的中国非洲电影
频道荣获“2015-2016年度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称号。

中国非洲电影频道以播出中国
影视剧为主,同时，努力打造河南海
外宣传窗口，推介河南旅游文化，为
中原文化走出去、河南企业拓展海外
市场搭建桥梁和宣传服务平台。今
年以来，中国非洲电影频道在已开播
的非洲国家宣传推介河南旅游文化，
通过旅游专题片、城市形象片及河南
的人文宣传，把中国非洲电影频道打
造成河南在非洲的文化名片。

河南影视集团负责人介绍，2014
年 4月 1日，中国非洲电影频道在坦
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开
始播出，目前已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受到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坦
桑尼亚官方的高度评价。

今年5月，中国非洲电影频道被
写入《2016 年河南省服务业重点领
域发展行动方案通知》，方案明确支
持河南广电发展，提出“增强航空港
卫视、中国非洲电影频道等对外媒体
传播平台影响力”。河南影视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对于频道的未来发
展和走向是强有力的促进和指导。
未来，该频道将充分发挥影视制作企
业自身优势，力争用5到 10年时间，
实现在非洲 54 个国家全部覆盖落
地。③6

庆祝中国共产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9595周年周年
我省能工巧匠获10个一等奖

我省首个大学生“双创”
健康产业孵化园挂牌

“中国非洲电影频道”

向海外讲述河南好故事

关注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街头的瓜车哪儿去了？

焦裕禄干部学院

打造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地

我省首个国有企业
党建云平台上线运行

①①

③③

②②

青春版《红灯记》再现经典

图① 6 月 28日，何凤仙老人
在院子里清洗、晾晒党旗。今年
95 岁高龄的何凤仙老人，是扶沟
县城关镇红旗小学的一名退休教
师，从 1981年退休开始收藏党旗
和国旗，并坚持在每年的建党节和
国庆节整理晾晒。⑨1 张力友 摄

图② 6 月 29日，焦作市解放
区民主北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免费为
居民修理家电。⑨1 李良贵 摄

图③ 6 月 29日，在驻马店翔
云光电照明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2名新党员和 9名老党员一起
宣读入党誓言。宣誓仪式使全体
党员深深感受到党员的责任、使
命、荣耀。⑨1 弓华静 摄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司马
连竹 李文超）“你好，我是机器人小
薇，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6月29
日，走进刚刚揭牌的南阳创业大街“创
业会客厅”，担任接待工作的智能交
互式机器人让人倍感新奇。作为中原
首条“中关村创业大街”项目，智能科
技体验是该街区最抢眼的元素。

“小薇”告诉记者，创业会客厅主
要为创业人士提供工商注册、政策咨
询、法律财务和孵化器入驻、投融资洽
谈等服务，相当于创业大街的“服务中
心”。在创业大街的“创新空间”，记者
看到了军工级的“太阳神”无人机、能

够播放3D影像的立体投影仪；在“智
能科技生活体验馆”工作人员的演示
下，通过手机APP，智能家电和互动
设备做到一键远程控制……

南阳创业大街项目，是南阳市政
府与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的高新技术孵化基地，也是“中关
村创业大街”与国内地级城市共建的
首个街区形态创新创业聚集区。

目前，研发智能交互设备的中科
汇联、提供智能家居一体化方案的达
宝恩等十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入驻
南阳创业大街加速器板块，同时还有
近百个项目入驻了孵化空间。③4

中原首条“中关村创业大街”
落户南阳

6月28日，宝丰县林业局森林防治检疫站的防疫人员正在肖旗千亩果园
悬挂白蛾周氏啮小蜂蜂蛹，开展生物灭虫作业。这次投放蜂蛹共2.5万枚，在
未来3天内约1.5亿头白蛾周氏啮小蜂将陆续破蛹而出，实现昆虫替代农药
来消灭害虫，提高生态园果木的绿色价值。⑨1 王双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