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国英：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蒲国英，男，生于1921年6月，四川省南江县人，后因工作定居开封。1933
年1月参加红军，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国英说：“我12岁起就参加
革命，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沐浴党的恩情80载，新中国成立我见
到了，建设祖国我参加了，改革开放我见证了。今年是建党95周年，在我有生
之年，要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的！”

郑玉娟：是党给了我幸福生活

郑玉娟，女，出生于1921年 6月 12日，河南省西平县权寨镇人。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老人送出了自己的祝福：在旧社会，我过着吃不饱
穿不暖的生活，是党给了我幸福的生活，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党的生
日就要到了，祝我们的共产党生日快乐，祝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
得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明天更加美好。

刘梅英：跟党走日子就会好

刘梅英，女，1921年9月生，住在洛阳市廛河区塔湾社区。刘梅英说：“我
1939年入党，干过4年地下工作者，当时很穷，但大家都不怕苦，也不怕死，心
中有着信念，坚信只要跟着党走日子就会好起来。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也
当家做主了，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祝福祖国越来越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
好，中国共产党95岁生日快乐。”

刘军芳：党使我们过上幸福日子

刘军芳，女，1921年1月1日出生，长垣人。刘军芳说：“今年是建党95周
年纪念日，我今年也95岁，与党同龄。感谢党的正确领导，使我们过上了幸
福日子，祝福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更加繁荣昌盛。在党的领导下，使我
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对党有十足的信心，最后祝党生日快乐！”

张一川：有一种爱叫鱼水之情

张一川，男，1921年 6月生，新乡人。张一川说：“对党的祝福：有一种忠
诚，叫坚贞不渝；有一种情谊，叫鱼水之情；有一种热爱，叫对祖国的爱；有一
种力量，那是党的力量。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越
来越受人民爱戴。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茂盛：祝愿党青春永驻

刘茂盛，男，1921年 2月出生，山东单县人，后因工作定居信阳。1937年
10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入党。“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党在1921年诞生，我1921年出生，我与党同龄，非常荣幸，也十分高兴。95
年来，我们的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让老百姓过上幸福
安康的日子。在党95华诞之际，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青春永驻，辉煌永久！”

焦永亮：子孙永远记住党的恩情

焦永亮，1921年 5月出生，驻马店西平县芦庙乡宋营村委河里焦村人。
1937年参军，先后跟着王国华、李先念带领的部队在湖北和河南大别山区打游
击，消灭了很多日本鬼子，立下了赫赫战功，现享受复员军人待遇。如今他和老
伴跟着三儿媳魏银平生活，已是四世同堂。焦永亮老人说：“托共产党的福，日子
越过越好，儿女也很孝顺，我感到很高兴很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就没有我们老百姓的好生活，我要和我的家人一起感谢党，感谢我们的祖国！要
让我的后代子孙永远记住党的恩情。我打心里祝福党的生日快乐。”

对党说说知心话

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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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河网特别策划——

说说知心话 唱支歌儿给党听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王书栋 朱丽文

95年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成为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时代先锋；95载引领征程，中国共

产党成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民族走向复兴的核心力量。

为了庆祝建党95周年，大河网联合河南文明网共同推出“与党同龄”采访报道活动，在全省寻找与党

同岁的老人，用他们最真实的经历和最真切的感受，与党共同庆祝生日，向党致以最真诚的祝福，听听

他们给党说的知心话。另外，大河网还推出了“唱支歌儿给党听”特别策划，制作了“红心向党 舞动中原”

专题。目前，河南各地网友和群众，正以自己的方式，欢迎建党95周年的到来。

□李仕生

据媒体报道，近日，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经贸英

语专业一女生晒出一组毕业照，几位女生清凉上阵，一

张报纸遮挡身前，在全班签名的黑板前合照，并配文

称，“不是舍不得青春，是舍不得你们”。

近几年，每到毕业季，就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毕业照频

频见诸媒体。笔者稍作梳理，大致分成以下几个“版本”：

一曰“性感版”，二曰“搞怪版”，三曰“惊悚版”，四曰“复

古版”，五曰“高难版”。

有人认为，拍摄这些照片的大学生不过是想在毕

业之际，再疯狂地“秀”一把。也有人认为，此类毕业

照受到追捧，反映出如今以“90 后”为主体的青年学

生，面对物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精英文化瓦解的同

时，强化了自我存在意识，以及个体生存更为强烈的矛

盾与虚无情绪。

诚然，毕业照到底照什么、如何照，完全是个人选

择，只要不逾越法律的界限。可是，笔者认为，一些貌似

充满“创意”，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快会成为过

眼云烟。

与各种浮华、夸张的毕业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

些清朗明净乃至直击心底的毕业照。比如，几位女生与

一位宿管大爷的合影，女生们说是为感谢他大学几年的

陪伴。照片没有恢宏的场景，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刻

意的表演，没有夸张的表情，却让人读出了真、善、美，这

样的照片是用“心”来照，而不仅仅是用“身”来照。

毕业，终究是一件严肃而神圣的事，它意味着大学

生即将走出象牙塔，肩负起奉献社会、建设国家的重

任。所以，那些只注重形式却没有内涵、只注重博眼球

不顾及社会效果的毕业照，会沦为低俗、恶搞、哗众取

宠的代名词。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记者 申华

据报道，位于郑州惠济区东赵村的一株树龄1100
年的古槐，随着村子改造，面临着移栽。担心移栽会导
致古槐死亡，树主人和古树名木保护志愿者呼吁原地
保留古槐。6月28日，记者获悉，经多方协调，这株历
经千年沧桑的古槐将就地保护。6月 29日焦点网谈
官方微信转发该消息后，引发不少网友点赞和热议。

连日来，古槐树主王金水与族人，以及古树名木保
护志愿者一起为古槐奔走，最终使树木能够原地保
护。志愿者崔晟说：“这么老的树，一定要原地保护起
来。一旦移走，很可能造成树木死亡。凡是挂牌的古
树名木受法律保护，胡乱移栽涉嫌违法。”网友“岁月不
老”说，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1000多年的古树难
道不值得城市规划为之让路吗？我们对自然应存有敬
畏之心。网友“风云”认为，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留住一
抹历史的绿意，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绿城”郑州，为原
地保护古树点赞！网友“药草香”说：“要想更好地保护
古树，还可以围绕古树规划个小公园，一举多得。”

随着城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城中村都在进
行拆迁和改造，其中不仅是古树，一些颇有历史年代的
建筑也面临着拆迁的危险。这些都是城市发展的见
证，一经迁移或拆除，历史就荡然无存。网友“红星闪
闪”认为，古树是沉静的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保
护，不论将来此地如何规划，尤其是郑州城中村改造进
程这么快，留下古槐树，就是为后人留下可供回忆的历
史。网友“金胜”说：“这一举措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城
市发展中的积极作为，城市的规划发展不仅要现代化，
更要留住城市的文化记忆，保有文化内涵。”

拍“身”多 摄“心”少
毕业照不应哗众取宠

6月29日，大河网推出了“红心向党·舞动中原”专题，
专题全面展示了中原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用舞
蹈讴歌了党的领导，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长征胜利
80周年献礼。据了解，6月至10月，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团省委等单
位将在全省开展“红心向党·舞动中原”主题活动，主办方
将深入基层社区、村镇、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广场舞、
交谊舞、健身操等各类舞蹈表演比赛活动。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说：“人民群众的生活好了，
物质水平提高了，精神文化追求也相应多了。舞动中原
这一主题活动跳出了河南人的精气神，舞出了中原大地
的勃勃生机，这得感谢党的英明领导，利益于政府的好政
策。祝党95岁生日快乐。”目前，河南各地“红心向党·舞
动中原”专题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特别策划之三

坚定信仰 继续前行
6 月 29 日，大河网记者采访了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建部副教授李莉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王运涛。

李莉认为，95年前，50多位带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先
进分子，在各种思潮学说流派激荡争锋中亮出了自己的
旗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党的九十五个风雨春秋里，一批批先进分子加入其
中，为她的理想，为她的信仰付出着青春、知识、家庭以
至生命。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定的是信念，传承的是信
仰，使党从幼小走向辉煌。如今，中国共产党担起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每一位共产党员坚定的理
想信念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让我们以理论、
道路和制度自信传承信仰，继续前行，做出当代共产党
人应有的历史贡献。

王运涛说，伟业铭刻史册，丰碑昭示未来。95年来
的光辉历程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
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实现了最深刻、最伟大的历史变
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复兴的奋斗凯歌。
他认为，95年的历史进程中，英雄的中原儿女，“平常时
能看出来，关键时能站出来，危难时能豁出来”，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忠诚服务；国难当头时，为了
民族的独立自由抛家别子，即使流血牺牲也义无反顾；
和平时期，在地震、洪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面前，大爱无
疆，冲在最前面。他们用平凡之举谱写了一曲曲共产
党员的时代颂歌，以实际行动展现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
象。我们相信，只要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善于把群
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把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党的事业
就会无往不胜。

唱支歌儿给党听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的 95岁华诞，6月 27

日，大河网利用眼遇客户端的语音功能，发起“眼遇歌神
擂台赛之‘唱支歌儿给党听’”主题活动，活动时间为2016
年 6月 27日至2016年 7月 10日。参赛选手可在眼遇客
户端发布语音帖，用歌声表达对党的祝福。

活动发起后，大河网网友纷纷跟帖报名。网友“胖胖
家园”说：“因为唱歌老跑调，所以我很少唱歌，为了庆祝
党95岁生日，我也报名了，在家练练再唱，到时亲们不要
砸我啊！”

截至6月29日下午5时，“唱支歌儿
给党听”主题帖先后被阅览31万多次，
累计参与活动网友3000多人，共获得
10万多次点赞！大河网网友“琮琮那
年”说，那些歌曲很有年代感，不仅让我
回忆起青春，也让我充满了斗志，我要选
最拿手的来唱，一定要给我点赞哦！ 扫二维码唱歌去

微信圈本期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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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之二

红心向党 舞动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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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老城区纪检监察系统按照市纪委“两学一做三争”学
习教育工作要求，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结合实际量身设计出体现
纪检监察工作特点的三个“自选动作”。

一是开展“读好书、强素质”读书活动。每月读一本好书，撰
写读书心得，交流学习体会，促使区纪检监察干部养成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习惯，增强纪检监察干部解决问题、抵御风险、
战胜困难的本领。二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测试活动。组织
全区科级以上（含科级）领导干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测试活
动，考试成绩记入个人廉政档案，考试不及格者予以通报并进行
补考，把成绩纳入纪检监察干部年终考核。三是建立家庭助廉
监督网。结合“讲家史、立规矩、正家风、传家训”教育活动，通过
发放《家庭助廉倡议书》、签订《家庭廉洁承诺书》、召开家属助廉
座谈会、建立家庭成员微信群、开展争做“廉洁守门员”活动；帮
助家庭成员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
示教育片等形式，教育和引导干部家属枕边常吹廉洁风，桌边常
敲警示钟，充分发挥“廉内助”作用；主动承担起监督提醒义务，
管好管住领导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和娱乐圈，时时督促他们珍
惜幸福生活，做到八小时内外一个样。 （张鹏举 王营营）

“自选动作”有特色 “两学一做”见成效
6月21日上午，全国第十

八个“举报宣传周”活动正式
开始，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检察
院在新乡市市民中心设点宣
传，拉开“举报宣传周”活动的
序幕。本次举报宣传周活动
的主题是“加强举报人保护、
惩治群众身边腐败”。卫滨
区检察院积极倡导人民群众
行使举报权利，对于在身边
发现的贪污贿赂、渎职等犯
罪行为积极向检察机关举
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
会的公平进步发挥力量。该
院陆续开展集中设点宣传、
警示教育、送法“五进”、集中
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等活动,
引导群众正确行使举报权
利。此外，该院检察长还将
在来访接待大厅接待举报群

众，并适时开展下访巡访等
活动。在经历了几天的高温
后，新乡市迎来了一场强降
雨。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
影响不了检察官们的决心和
热情。23日上午9时，卫滨区
检察院的干警们在检察长卢
玉峰的带领下冒雨来到南高
村，为该村村民送去了一场法
制大餐。听说有检察官来给
大家普及法律知识，南高村的
村民也冒着大雨来到了村委
会。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检察
干警们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帮助群众解决法律上遇到的
难题。卢玉峰检察长倡导村
民们行使自己的举报权利，积
极举报身边的蛀虫，检察机关
会为他们提供最有力的法律
保护。 （褚瑜洲 云志杰）

积极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南阳农行内乡县支行多策并举扎实开展金融精
准扶贫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扶贫工
作。成立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和驻村扶贫工作领
导小分队，统一协调推进金融扶贫工作。二是常驻
入户调查，掌握支农信贷困难。主管行长多次带队

深入帮扶贫困村组瓦亭镇温岗村实地调查，了解农
户对小额贷款的需求。三是发挥政策作用，扫清金
融扶贫障碍。该行加强银政合作，用政府增信方式
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加大农户信贷投放力度，助
力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李莹）

今年来，新乡市卫滨区工信委党委多举措转变
作风，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廉洁意识。
一、坚持作风建设与管理制度紧密结合。掌握廉洁
自律准则，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严格责任追
究。二、坚持作风建设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坚持

把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作为改进机关作风的突破口，
抓好作风建设落实工作。三、坚持作风建设与思想
建设紧密结合。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落实一岗双责检查考核，坚持学用结合，
改作风促反腐倡廉工作。 （程海舸）

近日，南阳农行唐河县支行成功发放全市首笔
由政府增信担保个人助业贷款150万元，开启该行
贷款史上的新征程。为早日成功发放这笔贷款，该
行党委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农行信贷政策，研究
政府增信机制，使政策、机制与流程充分地融合；在

争取县政府支持的基础上，与财政担保公司中小企
业投资担保公司主动对接；与市分行三农部沟通，寻
求政策及业务支持，与中小企业、贷款客户反复协调
沟通，补录资料完善手续，助推政府增信担保贷款新
模式取得成功。 （王玉新）

成功发放首笔政府增信贷款

多举措推进作风建设

扎实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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