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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时光 党代表参会记

奏响红色传承的
时代强音

裴春亮：把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
□本报记者 孙静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
此处时，党的十九大代表、辉县市
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
亮忍不住热烈鼓掌。10月21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依然难掩激
动之情。

“你看，这就是我的家乡太行
山，多美啊。我不仅要带着乡亲
们发家致富，还要保住这片青山
绿水，让它滋养子孙后代。”裴春
亮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他拍的家
乡的照片。三年前，响应党中央
生态发展和省里“三山一滩”精准
扶贫号召，裴春亮带领村民先后
投资近6亿元在南太行开发建设
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优美的自
然环境和特色民俗文化相融合，
使宝泉成为国家4A级景区，年接
待游客120多万人次。

如今，这片绿水青山已真正

成为村民的金山银山。来京参
加党的十九大，裴春亮也带来了
一份成绩单：400多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旅游旺季时，景区清
洁工的月收入就达到 4600 元；
统一标准的农家乐每逢周末家
家爆满，规模较大的年收入达五
六十万元；乡亲们学说普通话，
讲究礼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树立起了太行山人淳朴热情、文
明好客的形象。

同时，裴春亮也不忘为美丽
乡村做广告，生态发展总能成为
他与别人聊天的主题。“十九大报
告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人民对青山绿水的
向往，就是宝泉发展的不竭动
力。”裴春亮介绍说，宝泉景区已
经在新三板上市，这是辉县第一
家上市的企业，为当地脱贫攻坚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听党话，跟党走，带领父老
乡亲共同致富！”这是裴春亮的质
朴心愿，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最真
挚的情怀。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10月 21日，党的十九大会议
日程刚过半，党的十九大代表、中
原银行商丘分行虞城支行行长鲁
晓英翻开她的“十九大”笔记，继
续记录属于自己的“十九大时
光”。

“这次参加党的十九大，觉得
自己眼睛不够用、脑子不够用、时
间不够用。”为了更好地将十九大
的会议精神带回家乡，鲁晓英每
天都要记下自己的参会感受。

她的笔记是从 10月 15日开
始的。在赴京参会的火车上，她
写道：作为基层党员能到北京聆
听党的声音，既是至高无上的光
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深感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
那天，也是鲁晓英笔记记得最多
的一天。她记下的，有会场高唱
国歌时的热血沸腾，有为老一辈
革命先烈默哀时抑制不住的泪
水，更有聆听习近平同志报告后

的心潮澎湃。
鲁晓英说，习近平同志作报

告时，她全程聚精会神，“信息量
太大，觉得脑子不够用。”

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作为河南金
融系统的代表，鲁晓英深感责任
重大，她认真修改发言材料，为参
加代表团审议做好准备。

10月20日，在河南代表团审
议讨论时，鲁晓英在发言时说，
金融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自己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担
当，中原银行作为河南唯一省级
法人金融机构，一定要勇做“金
融豫军”的领跑者，在服务河南
实体经济的实践中有新举措、新
作为。当晚，她兴奋地在笔记本
上写道：回去后，要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
大力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和普惠
金融服务，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
勇做领跑者，为让中原更出彩作
出更大贡献。③7

□本报记者 孙静

来参加党的十九大，河南代
表团的高星代表说，自己肩负着
高庄村1460位村民的愿望：表达
他们的喜悦和幸福，感谢党的惠
农好政策。

10月20日，高星将乡亲们的
心声带到了河南团的讨论现场。
他慷慨激昂的发言感染了大家，
引来一阵阵掌声。

高星是商丘市睢阳区郭村镇
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从 4头
母猪、20头仔猪开始了自己的养
猪生涯，并逐步带动周边地区的
千余家农户参与其中。高庄村
85%的农户从事养殖业，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
式，2016年出栏生猪 30余万头，
共实现年利润6000万元，家家户
户住上了新房，开上了小车，提前
进入了小康。

“高庄村与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正邦集团联合打
造的生猪生产及深加工项目和
农业现代化全产业链项目，今年
年底将完成一期工程，项目建成
后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你说咱
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越来越有
奔头了？”谈起这些，高星喜上眉
梢。

高星带领高庄村人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浪潮中行动迅
速，正在开工建设的万亩现代农
业生态园、万头生猪养殖小区、万
吨冷链仓储等项目进展顺利，曾
经偏僻落后的小村庄正迸发出勃
勃生机。

“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这完全符合农村发
展实际。”说起参会感受，高星难
掩兴奋之情，“回去以后我们要种
好特色土豆，继续养好小
猪，建好集观光、旅游、采
摘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让高庄村成为农
业现代化的标
杆村！”③7

鲁晓英：我的“十九大”笔记

高星：和乡亲们一起奔小康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0月 21日上午，郑州市二七纪念塔各楼
层展厅里，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不时驻足，观
看挂在墙上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图片，
认真聆听讲解员的介绍。

在二七纪念塔“寄语党的十九大”的电子留
言板上，来自湖南湘潭市的78岁老人左明德写
下留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恩永记心中。”

“我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倍
感振奋。这次我带着子女来到河南，参观的第一
站就是二七纪念塔。”左明德老人说：“作为一名有
57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和孩子每次外出旅游，都
会参观当地具有革命历史纪念意义的景区景点，
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牢记历史，珍惜现在。”

二七纪念塔是为纪念发生于1923年2月7
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是“全国中
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南省中共党史教
育基地”“河南省优秀社会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欢欣鼓
舞。作为一名讲解员，我将认真学习十九大报
告精神，做好本职工作，宣讲好革命先烈英雄事
迹，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
事讲解员工作11年的胡琼方告诉记者。

郑州市二七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陈英说：“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
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
提供精神指引’。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
有信念，有理想，二七纪念塔是追思历史、缅怀
先烈、教育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将把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在行动上，在讲好红
色故事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奏响红色传承的
时代强音。”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张晓
静）10月 18日上午，坐落在南乐县产
业集聚区的国家级生物基材料产业园
里，职工们聚集在会议室的电视机旁，
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盛况。

产业园的河南永乐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延山说，永乐生物可以
将常见的玉米变成聚合级乳酸，从而
为产业链下游提供可降解的环保原
料。“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着力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
度’，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鼓
舞。我们将继续加大科研和创新力
度，为改善生态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听完十九大报告，张延山信心更足了。

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园以聚
乳酸产业为主，是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重点扶持的示范性产业集群。从
液态玉米淀粉开始，经过液态 L-乳
酸、液态聚乳酸等，直到以纤维、纺织
服装、农用薄膜为主的绿色终端产
品，一条完整的生物基材料产业链在
这里形成。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让整个产业
园的工作人员为之振奋。收看完开幕
盛况，河南龙都天仁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汤永斌没有停歇，来到车间
检查可降解垃圾袋的生产情况。“国家
发改委已给予产业园近2亿元的资金
支持，现在，十九大报告又强调推进绿
色发展，这让我们备受鼓舞，相信国家
会出台更多支持政策，‘白色污染’会越
来越少。”汤永斌激动地表示。③3

绿色发展鼓舞人心

□本报记者 高超

10月20日，秋日的暖阳洒在林州市红旗渠
分水闸，奔腾而来的浊漳河水在这里分成三股，
滋润着林州大地。

红旗渠畔，无数人在这里汲取精神力量。
下午2时，两辆满载红旗渠干部学院学员的

大巴车驶向红旗渠纪念馆。
“红旗渠是一条怎样的渠？林州人民为什

么能够修成这条渠？红旗渠给予我们怎样的精
神力量？”在简单介绍了林州市市情后，红旗渠干
部学院教员冯欢在路上为学员们布置了第一份

“作业”。
纪念馆中，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当年修

渠的工具，一份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伴随着教员
的讲解和多媒体技术的场景还原，震撼着每一位
学员的心灵。

来自省煤田地质局的王剑锋告诉记者，这
是他第四次来到红旗渠，在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
告后再次站在这里，让他更有感触。“红旗渠精神
历久弥新，催人奋进。作为党员，要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宗旨，挺起精神脊梁。”他说。

“自开馆以来，已有数百万名游客到这里参
观学习。”红旗渠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说，红旗渠精
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不仅需要外在的物质支持，更需要内在
的精神力量。”红旗渠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周
翔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坚定理想信
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完善课程架构，
拓展培训内涵，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③5

坚定信念挺起
精神脊梁

□本报记者 王绿扬

“作为青年学生，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爱
国？我认为，就是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
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爱国不能只靠空谈，更要实干。勤奋好
学，脚踏实地才是我们真正爱国的体现。”

10月20日下午3点，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2015级穆青新闻实验班的教室里，一场
以“新时代下，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为主题的
团日活动正在进行。

参观校内的穆青事迹纪念展，重温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对青年人的寄语，召开模拟“新
闻发布会”……交流发言中，同学们“金句”频
出，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畅谈对爱国的理解。

“刚迈进大学校门时，我就参观过穆青事迹
纪念展。经过两年的学习，我对穆青‘勿忘人
民’的精神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李侦同学说，

“我们如果在求学期间就能够把自身的理想和
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一定有机会赶超前辈，
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平时我们或许不会刻意谈到爱国这个话
题，但当看到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为国争光的
奥运健儿、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时，每个人都会
感到热血沸腾。我们要将爱国的热情融入日常
学习生活中，让蓬勃的青春与家国情怀共振，努
力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注入青春气质。”薛鹏飞同
学说。

“十九大报告提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郑
州大学团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将通过丰富
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坚定
的理想信念，在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志愿
服务中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③4

让蓬勃的青春与
家国情怀共振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
丰林）“十九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方面，增加了‘弱有所扶’的内
容，今后会有更多扶持政策，越来越
多残疾人将过上更好的生活。”10月
22日，正在忙着学员培训工作的河南
残友培训就业孵化基地负责人王绍
军说。

今年48岁的王绍军患有腓骨肌
萎缩症，下肢严重萎缩。但他自强不
息，艰苦创业，靠着经营大蒜等农产
品，过上了富裕生活。致富不忘助人，
2015年，王绍军拿出自己全部家当，
投资1600多万元，在中牟县官渡镇创
建河南残友培训就业孵化基地，承接
淘宝网云客服河南省安置残疾人就业
公益项目，为淘宝网培养云客服人员。

两年多来，王绍军带领基地人
员，对全省 2000多名残疾人进行了
培训，并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尽力帮
扶，使 1600多名残疾人实现上岗就
业。王绍军说：“残疾人掌握劳动技
能后，能真正收到‘就业一人，幸福一
家，安定一方’的社会效果。”

目前全省 700 多万残疾人中贫
困人口比例较高。为帮助更多残疾
人实现就业自养，王绍军计划在中牟
建设全国第一个残疾人产业园，探索
残疾人康复和养老等产业的新形态，
创新可复制、宜推广的适合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新模式。“希望各级政府能
加大投入、完善各种政策配套措施，
让更多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早日脱
贫致富奔小康。”王绍军说。③4

让更多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10 月 20 日，
为庆祝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宜阳县
红旗广场上花团锦
簇，一派喜气洋洋
的气氛。⑨6 田
义伟 摄

走基层·中原儿女寄语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