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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司马连竹 樊重阳）1月 12日，记者从
南阳市公安部门获悉，内乡县警方在
兄弟省、市公安机关配合下，成功打
掉一个重特大网络制枪贩枪团伙，端
掉制售枪支窝点4个，已抓获犯罪嫌
疑人14人，共计收缴各类枪支配件2
万余件。

“这起案件侦破历时近一个月，
辗转三省五地市，涉案人员数量和枪
支制贩数量都是近年罕见。”内乡县
公安局局长崔宏伟告诉记者。

2017年 11月 28日，内乡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民警在办理一起涉枪案
件中，经初步研判发现该案涉案地
广、人多，该局迅速成立“11·28”专案
组。12月中旬，专案组民警先后赴郑
州、方城、西峡等地抓获购买贩卖枪
支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陈某、程某等7
人，收缴枪支12支。

随后，专案组奔赴深圳、成都、
烟台等地，摸清了该团伙分布在各
地的制造、销售枪支窝点。专案组
民警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于 2017年
12月 25日夜进行收网行动，一举打
掉了隐藏在深圳、东莞两地的生产
制造窝点，抓获负责加工烤漆的主
要犯罪嫌疑人邓某、徐某 2人，收缴
枪管、枪身、扳机等枪支配件 4000
多件。同时，这一团伙藏匿在成都
某处的批发销售窝点也被查获，收
缴各类枪支配件1万多件，当场起获
赃款32万余元。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专案组民
警扩线扩人，在广东省中山市端掉
一个生产制造窝点，抓获负责制造
枪身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等 3人。至
此，一张覆盖全国多个省市的“制、
储、售”枪支“一条龙”的犯罪网络
被彻底摧毁。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通讯员
王健）1月 14日，记者从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获悉，由中国文联、中国民协
主办的第13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评选在广州揭晓。河南省民间艺术
喜摘两朵“山花”。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全国
民间文艺最高奖，每两年举行一届。
本届山花奖设有优秀民间艺术表演、
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优秀民间文
学作品、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四个
子项。在总共 20朵“山花”中，河南
人摘得两朵：作家甘桂芬的新故事作

品《不为天子为良匠》获得优秀民间
文学作品奖，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苗炜
的刺绣作品《美人记》获得优秀民间
工艺美术作品奖。著名作家、文学
家、民间文艺家冯骥才，著名民俗学
家乌丙安分别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民间文艺家”称号。

新故事作品《不为天子为良匠》
讲述的是一个陶瓷世家出身、爱瓷成
痴的年轻人，在爱情的激励下，成功
仿制柴窑瓷的故事。《美人记》运用针
线语言彰显汴绣风格，散发出特有的
唯美和艺术气质。③7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连日来，沈丘县“最美板凳教师”
的故事被人们广为称道。主人公名
叫王文集，是沈丘县中英文小学的一
名教师。

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王文集下
楼时不慎踏空摔倒，经医院检查，肌
腱严重拉伤，需要治疗休息一段时
间。常言说"伤筋动骨100天"，这让
王文集非常着急，因为她舍不得放下
班里的57个孩子。

让全校师生感到意外的是，第二
天，王文集准时让丈夫用电动车把她

送到学校，背到教室里，继续站在讲
台上照常给学生们讲课。为了解决

长时间站立足部疼痛加剧的问题，王
文集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一个小木凳，

讲课中间或在黑板上板书时，自己挪
动板凳，左膝盖一直跪在板凳上。

1月 1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王
文集挪动板凳时非常吃力，尽管是寒
冬时节，但她挂满笑容的脸上依稀能
看到汗珠。记者问她为何这么拼，王
文集动情地说：“作为一名教师，上好
每一节课是自己的责任。又要期终
考试了，我不能因为自己这点意外耽
搁孩子们的功课。”中英文小学校长
王刘磊介绍：“王老师对工作的责任
感深深地感染了孩子们，大家上课更
加聚精会神，做作业更加认真了。”

就这样，王文集左脚扭伤以来，
坚持“单膝跪凳”育桃李，被全校师生
誉为"最美板凳教师"。医护人员提醒
她这样会影响伤病恢复，王文集笑着
说“无所谓”，只要天天能在教室里和
学生们在一起，对她就是最好的恢
复。 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董柏生

家住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的
贫困户白小松夫妇怎么也不会想到，经
常在电视里看到的豫剧名家李树建、贾
文龙等人，有一天会来到自己的家里，
专门给自己唱段戏。

1月13日上午，天气晴冷。因妻
子患多种疾病无法出门，需要照顾，
61岁的白小松没能去村里的文化广

场看豫剧名家的慰问演出。
将近11时，白小松接到村干部的

通知，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省豫剧
三团团长贾文龙、省豫剧二团副团长
李金枝等知名大家要来他家慰问。还
没等白小松收拾停当，李树建他们就
已经到家门口，还带来了米面油等慰
问品和慰问金。了解到白小松两口子
都是戏迷，李树建他们当即决定，就在
小院里给夫妻俩表演一段。

板胡拉起，梆子打起，李树建真情

唱演了豫剧《大登殿》里“儿把母拜见”
一段，贾文龙表演了豫剧《李双双》里

“我走过了一洼又一洼”，李金枝也即
兴演唱了豫剧《朝阳沟》“祖国的大建
设一日千里”。名家倾情献唱，在场的
人也都跟着节拍鼓掌，寒冷的农家小
院里顿时有了生机，充满欢声笑语。

听着名家的演唱，白小松直说
“真过瘾”，不断地鞠躬表示感谢。

李树建告诉记者，此次由省文化
厅组织的“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中

水寨慰问演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精神和中宣部、省委宣传
部部署的具体行动，我省戏曲名家组
成的文艺小分队将和焦作市、武陟县
的文艺团体在中水寨演出一周时间，
给广大基层群众送来喜爱的文艺节
目和新春的祝福。

当天，在慰问演出现场，李树建
还破例收了中水寨村一特困户家的
瘫痪少年苗凯富为徒，在当地传为
佳话。③4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音乐声中，同学们身着五四时期
的服装演绎《五四运动》；围绕“环境保
护应以自然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展开
激烈辩论……这么精彩的演出是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中的一个个亮点。

2017 年是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
年。怎样把思政课这门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课上得入脑入心？我
省高校积极探索思政课教学新模式，努
力为青年学子上好“人生大课”。

很有趣！思政课可以这样上

怎样才能增加《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
四门思政课的生动性、趣味性？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探索出

“四课联动”实践教学新模式，通过演
讲比赛、辩论赛、历史情景剧等形式，
把思政课上得有声有色。

“我们课下查阅资料、拓展知识，

这样才能在实践活动中有更好的表
现。”不少学生表示。

为了让思政课有意思、不枯燥，河
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把一条走
廊建成了红色长廊。长廊里的19块展
板上，依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
绍。思政课上，老师边走边讲，同学们
边看边听，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长河……

“这种教学模式是思政课实践教

学的探索和创新。我们希望通过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式，让思政课充满活
力。”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总支书记徐峰说。

很有用！思政课照亮人生路

“现在的大学生自我意识很强，只
有将教学重点与学生的兴趣点有机结
合，才能让理论知识在学生中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
院思政部老师孙彤说。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将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国内外重大事件与大学生关注的社会
热点和社会思潮结合起来，进行有针
对性的讲授和引领。

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的思政课堂
已进入网络化、个性化时代。许昌学
院发挥思政课、学科教学、社会实践和
校园文化建设的协同作用，构建以思
政课为主渠道、主阵地，理论教学与日
常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衔接、线下工作
与在线活动统筹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着力推动“互联网+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模式创新，成效显著。

在近日落幕的由教育部社科司指
导、武汉大学承办的“我心中的思政课”
微电影展示活动中，许昌学院的作品《许
院街采》获优秀奖。《许院街采》团队成员
何广秋同学说：“拍摄微电影这种方式推
动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信息技术的深度
融合，让我们爱上了思政课。”

犹如一盏指路的明灯，思政课给
予青年学子做人做事的智慧，为他们
照亮了前行的路。②40

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揭晓

我省喜摘两朵“山花”

内乡警方破获重大涉枪案
收缴枪支配件2万余件

板凳撑着老师 老师撑起课堂
河南暖新闻

农家小院里 名家来献唱

思政课“活”了 大学生收获多了

1月12日，许昌市老年腰鼓队在表演腰鼓。冬日寒冷的天气也挡不住健
身爱好者的热情。打腰鼓、抖空竹、健步走……热爱运动的人们形成了冬季一
道独特的风景。⑨3 牛书培 摄

1 月 14 日 ，
汝阳县小店镇马
庄村，紫罗湾种植
专业合作社社员
在采摘草莓。该
镇积极引导、扶持
农民发展特色高
效农业，为脱贫致
富 开 辟 了 新 途
径 。 ⑨ 3 康 红
军 摄

草莓
上市早

我省高校积极探索教学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为了防范
财政金融风险，稳妥推进经济发展，1
月12日，郑州市财政局公布《郑州市
政府债务管理纳入政绩考核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适用于
郑州市辖内 5个县（市）、6个区和 4
个开发区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绩考核
工作。

《实施办法》指出，经过考核，对
于政府债务管理存在突出问题的县
（市）区，依照有关规定，直接在该县

（市）区、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
核定量指标体系得分中扣减1~5分，
或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取消该县
（市）区、开发区年度综合排序资格。

对于发生三级以上政府债务风
险事件、发生6件以上或重大违法违
规举债担保问题、上报数据弄虚作
假，以及其他债务管理重大问题的县
（市）区、开发区，报经市委、市政府同
意后取消该县（市）区、开发区年度综
合排序资格。③4

郑州出台政府债务管理办法

政府债务管理与政绩挂钩王文集跪在板凳上为学生授课⑨3 王佳佳 摄

图/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 月 11
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根据国家
相关要求，今年我省将开展畜牧业污
染源普查，对所有达到要求的规模养
殖场全部入户调查。

畜牧业污染源普查主要是摸清
畜禽养殖业污染源基本信息，获取
畜禽养殖生产活动基础数据，了解
和掌握不同畜种区域分布和污染物
产排情况，分析畜禽养殖活动污染
物排放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指导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畜
禽养殖区域布局，促进绿色发展、科
学发展。

据了解，本次畜牧业污染源普查
分三个阶段进行，2017 年为普查前
期准备阶段，2018 年为全面普查阶

段，2019 年为总结成果阶段。普查
对象为所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养
殖场，主要畜种为猪（年出栏 500头
以上）、奶牛（存栏100头以上）、肉牛
（年出栏50头以上）、蛋鸡（存栏2000
只以上）和肉鸡（年出栏 1 万只以
上）。

省畜牧局畜牧处相关负责人
说，2018 年入户调查时间紧、任务
重、头绪多、难度大。省畜牧局要求
各级畜牧部门加强领导，做好组织动
员、人员调配、事前培训等工作，切实
把普查任务完成好，摸清畜牧业污染
源“家底”，为进一步推动养殖废弃物
治理和资源化利用打下坚实基础，促
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提升发展质
量。③5

我省将全面普查畜牧业污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