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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重温入党志愿”征文选登
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杨会勉

1999年 3月，正上大学的我，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4年 7
月，我走出校门，成为洛阳市委办公
室的一员，从事文秘工作。

说实话，工作最初那几年，看到
不少大学的同学在商海里搏击，大
把大把赚钱，而我整日还在咬文嚼
字，过着清苦的生活，我也曾迷茫
过，也曾暗暗在心中问自己，这样到
底值得不值得？后来，随着工作担
子的加重和对党员这个称呼的深刻
理解，我明白，只有把以文辅政作为
履职之本，做到精心谋事，才能真正
发挥党委的参谋助手作用，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为此，我主动
到基层调研，及时报送领导关注的
焦点、社会反映的热点、群众关注的
难点等方面的信息，为市委决策及
掌控大局提供参考。

2011年 7月，我当上了科长，也
顺理成章负起了“带队伍”的责任。
入党时的铮铮誓言，时刻萦绕在我的
耳边，指引着我的行动。这几年时
间，我时刻践行着入党时的承诺，也
努力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传
承给科室的同志们。

这些年来，每当连续加班，感
到疲惫不堪、稍有懈怠时，入党时
的场景和誓言就会跳入我的脑海，
身边党员们无私忘我的状态就会
激励我继续向前。这些年来，为了
工作，我从来没有休过公休假，也
很少完整地过节假日，但我感到忙
得很充实。

有人说过，“你的选择，就是你的
世界；你的世界，就是你的选择。”不
忘初心，永葆本色——这就是我的选
择，这就是我的世界，这就是我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怀。③5

（作者单位：洛阳市委办公室）

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

□宗树洁

近期省委出台了《关于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对于我
省电影工作者来说，贯彻落实省委
《实施意见》的重中之重，是不断地创
作和传播以中原人文精神为主题的
电影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精品之所
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全省电影艺术工作
者，在打造以立足河南、讲好中国故
事为主题的电影精品中，也要着重在

“思想、艺术、制作”三个领域发力。
一是看思想。我们进行电影精

品的创作生产，必须牢牢把握“中国
精神”这一灵魂，聚焦中国梦的时代
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精深的思想，来自于伟大的实践，
来自于创作者对伟大实践的深刻理解
和艺术反映。当前，全省人民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实施粮食生产
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等四大国家战略规划，这正是我
们创作电影精品的厚重主题和丰富源
泉。河南电影人必须聚焦崛起振兴的
火热进程，全力打造集中反映全省人
民伟大实践的扛鼎力作。

二是看艺术。要在精品创作上有
所作为，就必须在作品的艺术质量上
精益求精。在创作大型电影文献纪录
片《永远的焦裕禄》过程中，为了从源
头上确保影片质量，我们请来了焦裕
禄同志的女儿焦守云作为影片的顾
问，请她给主创人员上课、讲故事、讲
感受。影片从创意、筹备到拍摄完成
历时近一年时间，由118人组成的摄
制组拍摄采访43人，48人组成的资料
搜索团队观看焦裕禄相关纪录片、科
教片、新闻简报共计 1100 多本、长
10200分钟，搜集到大量生动、翔实的
历史影像资料。片中近一半篇幅都是
运用历史真实镜头，不少镜头都是国
内仅存、首次与观众见面。

正是对艺术质量近乎苛刻的执

着，才使得这部影片被列为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获得了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进入全国院线发行
并取得了 2000万元的票房，获得新
世纪以来国内电影纪录片票房的上
佳成绩，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是看制作。制作精良，是精品
创作的支柱。当前的电影受众主体
是 85后、90后年轻观众，在与“高工
业、高科技、高明星配置”的好莱坞电
影激烈竞争的客观形势下，不在影片
制作上下功夫、出效果，就无法在市
场上有立足之地。我省电影艺术工
作者没有在一省一地的窠臼之中固
步自封，也没有在激烈的影视市场竞
争中畏缩不前，而是从自身的实际出
发，探索着一条“中原特色”的精品大
片之路。

从2009年的《叶问2：宗师传奇》
开始，河南影视集团在主流商业大片
上进行了大胆尝试，相继推出了《忠
烈杨家将》、《叶问 3》等主流商业大
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和观众口
碑。用年轻观众喜爱的动作片、战争
片题材，用全明星阵容，用精良的制
作、精美的场景、动人的情节，巧妙地
将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等正能量，融
进了大银幕。

总之，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精品力作，应该永远作为河南
电影艺术工作者们创作的目标。我
们也应该清醒看到，当前我省电影产
业还远谈不上强大，制作机构虽多，
但实力较弱力量分散；产量不少，但
大作力作等有影响力的精品还不多，
市场份额不足，有全国竞争力、影响
力的龙头企业还没有真正确立起
来。下一步，我们将努力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实施意见》，
发挥好协会组织、联络、服务、协调全
省电影从业者的职能，乘全国电影蓬
勃发展的大势，敞开胸怀，虚心学习，
厚植基础，凝聚力量，提升水平，全力
推动全省电影创作向纵深发展，出力
作、出精品，为我省社会主义文艺的
大繁荣大发展贡献力量。2
（作者系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笔谈

立足中原大地 聚焦电影精品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暑假期

间，也是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高发期。
7月 11日，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五
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重视预
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7月下旬，我
省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各
地预防学生溺水工作展开督查。

溺水事故频发

入夏以来，我省部分地区在水
库、河道、水渠、渡口、沟、塘等危险水
域相继发生学生溺水事故，教训十分
惨痛。

6月 18日至19日，许昌市、鲁山
县两天发生5起溺水事故，致8人死
亡，其中7人为学生。6月18日下午，
鲁山县瓦屋镇一名12岁的学生，去马
仃村竹园沟沙河下河湾处玩耍时落水
溺亡。同日，襄城县一村小学的两名
10岁左右的学生，在村庄附近水坑里
游泳时溺水身亡。6月19日16时，许
昌县小召乡一中学的3名学生，在该
县北海公园南湖游泳时不幸溺亡。几
乎同一时间，长葛市一名12岁的男孩
在水上游乐场内溺水身亡。

而自6月27日至7月4日的一周
时间内，嵩县、太康县、新野县等多地
又连续发生5起未成年人溺水事故，
夺走11名中小学生的宝贵生命。

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全国平均
每年有 3万多名儿童和学生死于溺
水事故。在教育部《致全国中小学生
家长的一封信》中，正文首句即为“溺
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
杀手”。尽管各地将预防学生溺水工
作作为当前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重点，
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学生安全意识、严

防学生溺水事故，但意外仍层出不
穷。

严筑“安全网”

7月 11日，省教育厅、省公安厅、
省水利厅、省住建厅、省妇联等五部
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预防中小学生
溺水工作督查的通知》，要求相关单
位进一步完善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联
动机制，并自查整改安全隐患。

通知指出，7月 21日至30日，我
省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各
地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督查内容包括：是否建立了预防
学生溺水联动工作机制；是否开展了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课程教育及专题
教育；水库、河道、水渠、渡口等危险
水域是否配备防护、救生设施，是否
建立日常巡查巡防措施等。

“督查不是走过场，是要求相关
单位切实为中小学生筑起一道暑期

‘安全网’。”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
说。据介绍，近年来，省教育厅等部
门一直高度关注中小学生暑假安全
工作，我省各地也均制订了暑期预防
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方案。今年暑假
前夕，省教育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
各中小学校集中对学生进行预防溺
水的安全教育，重点教育孩子做到

“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
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
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
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
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
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②7

暑期学生溺亡悲剧频发，我省将展开联合督查

严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郑州市红十
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投身水
上救援工作已有11年。7月12日，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除了家庭监护缺位
之外，缺乏自救与营救技能，是造成暑期
少年儿童溺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牛振西说，当事人一旦落水，千万
不要慌张，冷静应对才有更多生还希
望。下沉时不妨尝试踩水底，脚用力一
蹬，可以弹出水面吸口气，然后继续尝

试自救；同时要观察身边是否有可以漂
浮的物品，伸手抓住以求自救。

对救援者而言，黄金救援时间仅有
4分钟。但救援者千万不要随便下水救
人，应尽快寻找长竹竿之类的工具来实
施救援；或者把六七个空矿泉水瓶固定
在一起，丢给落水者救急。

此外，落水者被救上岸后，救援人员
不要急着为其控水，应第一时间口对口进
行人工呼吸，紧接着进行心肺复苏。②7

发生溺水，如何自救与救人

相关链接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每年过节你们都来看我，真是太
感谢了。”7月 6日是穆斯林群众的开
斋节。这天上午，家住郑州市管城区
代书胡同的贫困回族居民海杏莲家中
热闹非凡，社区和周围邻居为她家送
来一盘盘油香、馓子等节日食品。海
杏莲紧紧握住社区负责人的手，久久
不愿松开。

在代书胡同中，居住着回、汉、
满、壮、瑶等十余个民族。尽管语言、
信仰、习俗不相同，但居民们多年和
睦相处、亲如一家。每到春节，汉族
居民会特地为回族邻居准备一份新
年礼物；回族过节，也会把自家做的

节日食品分送给汉族同胞。谁家有
了红白事，大伙儿都争着上门帮忙张
罗。“我们不分彼此，都是一家人。”居
民们说。

这，是我省各民族团结共处的一
个缩影。

我省是人口大省，也是民族工作
大省。目前省内共有55个少数民族成
分，少数民族人口 146.5 万人。近年
来，省委、省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六进”、“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等活动，各民
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交往交流
交融日益加深。

新疆维吾尔族群众阿不都艾尼·
斯马义力与濮阳群众结下深厚友谊，
将自己经营的饭店更名为“民族团结
饭店”，并免费向环卫工人提供午餐；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免费救治23名来
自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脑瘫患儿，还
在和田墨玉县成立了脑瘫儿童康复中
心；焦作孟州桑坡回族村向周边汉族
村发出“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倡议书，
带动周边16个村500余户群众从事皮

毛加工、走上致富之路；南阳市为少数
民族商户开辟玉器市场，并提供 500
多个摊位安排就业……如今，中原大
地每天都上演着民族团结的动人故
事。我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各民族群
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
同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事
业，为服务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凝
聚了强大正能量。③6

同心共融，筑梦中原

□本报通讯员 徐宏星 摄影报道

暑假期间，全国各地众多中
小学生纷纷来到温县学习太极
拳，以此强身健体、磨炼意志，

“武”出精彩暑假。⑨2

“武”动夏日

统一战线助力中原更出彩统一战线助力中原更出彩

图① 7月 12日，学员
们在学习太极拳。

图② 7月 12日，小学
生们在认真练习太极拳。

图③ 7月 12日，学员
在演练太极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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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11日，体彩大乐透
第 16080 期开奖，全国送出的 4 注
912万元头奖，分别被江苏、浙江、广
东的幸运者中得。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为“15、20、29、30、33”，后区开出号
码“07、12”。数据显示，浙江中出的
1注 912万元头奖出自衢州，中奖彩
票为一张“8+2”复式票，投注金额
112元，不仅中头奖1注，还收获了三
等奖15注、四等奖30注和若干小奖，
单票中奖金额为 917万余元。浙江
中出的另1注头奖，被绍兴幸运者揽
获，中奖彩票是一张 10元 5注单式
票，其中 1注命中头奖，单票中奖金
额为912万元。此外，广东和江苏的

2注头奖，分别出自广东省深圳和江
苏省连云港，中奖彩票的投注方式均
为单式投注。

遗憾的是 4注头奖都未采用追
加投注，错失了547万多元的追加奖
金。虽然当期开出4注头奖，但奖池
金额仍有小幅攀升，达33.36亿元，再
创历史新高。③6 (张慧慈)

大乐透再爆4注头奖
奖池33.36亿元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