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崔莹 杨峰

前段时间频降暴雨，濮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胡村乡张堆村却并未发
生“汛情”，村里街道上只有少量积
水。“多亏俺们村支书有先见之明！”
7月 25日，村民们纷纷向村党支部
书记吴怀彬竖起大拇指。

早年村里修路时，吴怀彬主张
将街道修得中间高、两边低，方便积
水流进村头的河里。这位曾经参加
过“98抗洪”的退伍军人，时刻对水
患保持着一分警醒。

1998 年底，吴怀彬退伍，当时
的村支书看吴怀彬有想法有干劲，
更有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多次邀
他回来为村里做点事。2002年，年
仅25岁的他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是干部就要干出个样子。”吴

怀彬下决心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基础
设施落后问题。经多方协调，上级
部门答应给村里修路，但垫路基的
费用需要村里自己解决。吴怀彬就
带着村干部一起干，每家出一台拖
拉机和铺路所用工具，把村里所有
街道重新修整。

临近春节，村里提供农田灌溉
的 3台变压器 1个烧了、2个被盗，
群众都很担心春季如何灌溉。吴
怀彬拍了胸脯：“保证年前解决变
压器问题！”吴怀彬带领村两委干
部和电工，7 个人每人垫资 2000
元，购买了两台新的变压器，连续5
天加班加点，终于赶在年前装好了
变压器。

“他是回家乡来给大家办事
的！”村里旧貌换新颜，村民人均收
入也有了大幅增长，村民们看在眼
里，赞在口中。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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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刘一宁）
为了更好地解决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
工家庭子女上学难、就业难问题，一年
一度的全省“金秋助学”活动今年有了
新变化。省总工会、省教育厅7月25
日联合发出通知，7 至 9 月开展的
2016年度“金秋助学”将新增“阳光就
业”行动，在帮助每一位寒门学子按时
入学的同时，还要帮助困难家庭成员
上岗就业，从源头脱贫解困。

据了解，通过开展“阳光就业”行
动，我省将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
生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以上，帮扶就
业率达60%以上，“零就业”困难职工
家 庭 高 校 毕 业 生 帮 扶 就 业 率 达
100%。通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重点帮扶困难职工及困难农民工家
庭中就读于普通高校和中高等职业
院校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帮助他们在

享有国家助学政策的基础上自主顺
利完成学业。

今后，各级工会帮扶中心及工会
就业培训机构、职业介绍机构，对困
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和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要实现服务窗口常态化帮
扶、“阳光就业”和“金秋助学”活动阶
段性帮扶相结合，组织有培训意愿的
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参加订单
式、定向式培训，为帮扶对象提供职
业咨询、职业培训等系列就业服务。

为了给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提供及
时、准确、高质量的就业和助学信息，
河南职工网将开设“全省工会2016年
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
动网上招聘会”专栏，并开通手机APP
客户端，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
等各类就业困难群体提供24小时不
间断的网上就业服务。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26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在刚刚公布的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
度课题立项名单中，我省共有18项课
题获准立项，从数量到资助经费额度
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其中，国家
课题10项（国家一般课题8项、国家
青年课题2项），教育部重点课题8项，
获批项目资助经费204万元。

名单显示，河南大学以5项国家
课题（3项国家一般课题、2项国家青
年课题）、1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在我
省高校中排名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市郑东新区
通泰路小学校长张志刚的课题《城市
化进程中小学生“雅慧教育”的实践
与研究》获批国家一般课题，实现了
我省中小学教师申报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国家级课题零的突破。

此外，郑州大学获批3项国家一
般课题，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获批1项
国家一般课题；信阳师范学院、郑州
师范学院、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洛阳理工学院、安阳师范学院、河
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学院分别获批
1项教育部重点课题。③4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本报通讯员 高慧芳

炎炎夏日，我省高招录取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近几年来，随着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职业教育因其就
业形势良好而越来越受到家长和考生
的关注。

“做个蓝领也挺好”

“我去年高考考了516分，高出二
本线40分，直接报考了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我觉得做个蓝领也挺好，
有一技之长在哪里都会发光。”该校机
车车辆学院学生孙豪说。

据铁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李新
东介绍，近3年来，该校省内第一志愿
报考人数远超招生计划，录取分数也
高于我省本科二批控制线。

7月26日，记者在河南机电职业学
院了解到，该校4月份完成的2016年单
招，计划招收 1800人，报名考生 3465

人，比计划招生人数多了将近一倍。
招生分数的提高和报考人数的变

化，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职业教育前景
光明。

“国外职业教育很吃香”

在许多国家，职业教育是培养人
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制造业举世闻名，而支撑德
国制造业的是其发达的职业教育体
系。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的是“双元
制”，即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贯穿工厂
企业和职业学校，其中又以企业培训
为主。

而在奥地利，近八成完成九年义
务教育的学生自愿选择进入职业教育
院校。收入高且社会地位超过普通公
务员是奥地利学生选择职业教育院校
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外职业教育很吃香，职教毕业
生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发展前景也很
好。”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带头人张黎燕说，“他们职业教育
定位准，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课
程随着产业调整、企业升级而调整。”
张黎燕 2013年、2014年分别到德国、
新加坡参加职业教育教师研修，对此
感触颇深。

“职业教育要接地气”

“职业教育要接地气。为提高我

省的职业教育水平，近年来，我省引进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模式，并结
合省情改革人才培养方式。”省教育厅
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史文生说。

比如，职业院校与企业单位签订
短期或长期订单，对学生进行订单式
培养。短期订单一般是指企业在学生
毕业前一年与之签订就业协议，此后
学校根据订单对学生进行专门培养；
长期订单是指学生一入校，学校就根
据企业的要求，对其进行技能培训，整
个教学环节也围绕企业生产特点来设
计。“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河南机电职业学
院院长张震说。

据了解，我省许多职业院校的教
材也是由教育专家与企业高级工程
师、人力资源部共同编制的。学校的
老师和企业的工程师互动频繁，老师
经常下企业实践，工程师也到校兼职
授课。李新东说：“理论和实践紧密结
合，让我们的毕业生既有理论水平，又
有实践能力，自然受欢迎。”②40

□本报记者 李凤虎

7月 26日上午，郑州市公安局特
警支队地下靶场里，特警队员们正在
训练92式手枪速射。

“练为战，战为练，让特警队员练
习速射，旨在提高他们一线巡逻的实
战能力，在一对一、一对多名歹徒时能
够快速有效处置。”站在一旁指导训练
的张军战告诉记者。

39岁的张军战现任郑州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2003年11月
从部队转业入警，从警 13年，他多次
立功受奖。

张军战 1993 年 12 月入伍，当兵
10年，在军营里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在担任54集团军警卫侦察连连长时，
他多次代表集团军参加军区大比武，

并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
2003 年，张军战脱下戎装，选择

从警，再次扛起守护群众平安的责
任。“身份变了，作风不能变，部队的优
良传统不能丢。从入警那一刻起，我
就立志要充分发挥特长，做一名合格
的人民警察。”张军战说。

近年来，随着反恐形势日益严峻，
张军战担负起市局警械培训和警体训
练任务，从授课教案到训练武器警械保
障，再到训练实施，他始终冲在第一线，
并圆满完成各项训练任务。他还先后
参与和带队成功处置了多起劫持人质
案以及一些重大暴恐处突案事件等。

谈起20多年的从军从警生涯，张
军战表示，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为守卫一方平安贡献自己的力
量。③3

□本报通讯员 郜敏

7月26日，冒着37℃的高温酷暑，
王永兴带着医务人员，先后奔赴 4个
乡镇，来到太康县在抗洪救灾、对越作
战中牺牲的 6位烈士家中，给其亲属
送去了生活用品以及健康体检卡等，
并现场为他们体检身体。

“家有困难，找永兴；没钱看病，给
永兴说。”在太康县曾经参加过对越作
战的老兵和困难军烈属中间，口口相
传着这样一句话。

1977年，18岁的王永兴成为一名
军人，并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3年
后，带着战时6级伤残的身躯，他复员
回到了家乡太康。

东拼西凑弄了点钱，他开始了创业
之路。先干起了一个榨油作坊，又办了
一个面粉加工厂，后来又建起了一个饼
干厂。创业艰难，其间他经历不少挫

折，但每次他都鼓足勇气，从失败中重
新奋起。如今，他的永兴锅炉集团已成
为太康县的行业龙头，纳税大户。

王永兴开始有了更大的梦想，他
决心要做一件对老百姓有利的大事。
2013年，永兴医院破土动工。

建院之初，王永兴就把医院定性
为“非营利性的民营医院”。医院坚决
杜绝开大处方、过度检查。每逢星期
天、节假日，他组织专家团队到各乡镇
农村开展大型义诊。

军旅情、战友情，他时刻记在心
间。他发起成立了太康“参战老兵、残
疾军战友联谊会”，在全县开展寻找最
困难烈士家庭和寻找最困难参战老兵
活动，为他们送温暖，排忧解难。

王永兴说，他的心中，一直有一面
军旗高高飘扬。将来，他还要建分院，
建养老院，以更大的热情和力量回报
社会。③4

我省“金秋助学”
新增“阳光就业”行动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
立项名单出炉

河大领跑全省高校

河南职教逐步迈向国际化

张军战：从侦察连连长到反恐卫士

王永兴：不忘初心回报社会 吴怀彬：是干部就要干出个样子

□本报记者 李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李超峰 倪崇

7月 25日上午，在方城县博望镇
前荒村，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正利用
农闲，带领妇女秧歌队排练文娱节
目。“乡亲们钱袋子鼓起来了，脑袋瓜
子也要充实起来。”徐运芝在阳光下
舞得正欢。

46年来，徐运芝始终用一腔挚情
融入这片热土，逐步成长为全村群众
的顶梁柱、带路人和贴心人。

外来媳妇当支书

1970年，22岁的徐运芝从大连
市龙头镇，孤身一人来到前荒村嫁给
村民苗殿林为妻。

尽管当时生活艰辛，但坚强的徐
运芝没有退缩，她不仅干好所有家务
农活儿，还积极参与村里的“事儿”。
由于表现突出，徐运芝1982年入党，
并在老支书的鼎力推荐下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

曾经的前荒村，土地贫瘠、缺水缺
电，村民种地“靠天吃饭”。徐运芝上
任后，带着村干部和群众修灌渠、打机
井，凑钱布电线。不到 3 年，村里
3000多亩土地就变成了旱能浇、涝能
排的好地。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她又
多方筹集资金，争取项目，为村里铺设
污水管网，并建成500立方米的垃圾
填埋场一座，村民生产、生活状况得到
大幅改善。

帮助群众找到致富路

生活问题解决了，徐运芝开始为
村民寻找致富产业。

2003年6月，博望镇政府开始推
广韩国黄金梨树种植。看准机会的
徐运芝主动请缨，希望让前荒村成为

“试点”。为打消村民顾虑，她把自家
责任田和租来的30多亩土地全部种
成黄金梨树，并带领村民“组团”种
植，规模很快发展到800多亩。

然而，好事多磨。2008年初夏，
一种叫“瞎碰”的害虫肆虐梨园。不到
1周，大片梨树被咬成了“光杆”。心
急如焚的徐运芝拿出家里的1万多元
存款，以5分钱一个收购“瞎碰”，激励
村民抓虫。同时，连夜赶赴省城，向河
南农业大学专家求救，在专家的指导
下利用生物综合技术捕杀害虫。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秋季，
黄金梨大获丰收，每亩纯收入超过
1.5 万元。目前，以前荒村为中心，
7000多亩黄金梨种植带已见雏形。

30 多年来，徐运芝始终连任村
党支部书记，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
旗手”、“河南省最美村官”、“南阳
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前荒村党支
部也多次被评为市县级先进党支
部。

面对这些荣誉，徐运芝总是坦然
一笑。她自己心里有一杆秤，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群众认可，
再苦再累都值得。”③6

“只要群众认可，
再苦再累都值得”
——记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7月25日，作为一名老兵，曾任黄继光团副团长的贾福林，应邀来到武
警郑州市支队，为官兵讲述参加上甘岭战役、淮海战役、解放郑州等战斗经
历。⑨1 王铮 孟凡军 摄

□何楠 摄影报道

7月25日，郑州市昌建誉峰小区内公租房选
房现场，惠济区2016年第一期公租房开始轮候
供应，共有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房源521套，水、
电、天然气设施完备，室内装修已经验收，具备入
住条件。⑨1

▶来郑务工的农民工刘玉枝申请到了二室
一厅的公租房。

▼申请者在查看公租房的总平面图和分户图。

郑州公租房开始选房

徐运芝（左二）在梨园为村民讲解病虫防治知识。⑨1 本报资料图片

15
我省目前已成立了15个由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及院校参
加的行业指导委员会

个

60
我省先后建立 60多个行业型、
区域型职教集团

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