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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校园巡礼

□本报记者 周晓荷

20世纪 60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
30万林县儿女苦战 10年，在巍巍太行
悬崖绝壁上，凿出1500公里的“生命之
河”红旗渠。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
下，位于红旗渠边的林州市第二实验小
学将学生精神培养与文明校园创建结
合在一起，把红旗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的“教材”和“课堂”，让红色基因融入
师生血脉，代代相传。

3月28日，学校红旗渠精神教育馆
内，6名“小导游”正在给参观者讲解红
旗渠历史和精神。“劈开太行山，漳河穿
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
排！红旗渠是团结协作的产物，是发扬
科学精神的产物，是开拓创新的产物，

体现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四年级
学生陈紫嫣激昂的讲述，赢来了阵阵
掌声。

为让孩子接受更系统的红色教
育，学校组织了 20多名骨干教师利用
一年多节假日时间，收集资料和设计
教案，编写的一至六年级系列校本课
程《走近红旗渠》，成为每周一节的必
修课。从感知、走近、认识红旗渠到学
习、探索红旗渠精神，再到做红旗渠精
神传人，这门讲历史、讲传统的课程内
容丰富，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
之一。

为让孩子更深入理解和践行红
旗渠精神，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体验
深度融合，学校将课堂搬到红旗渠风
景区，开展“红旗渠研学之旅”，孩子

们收获诸多体验，包括在红旗渠纪念
馆里讲述红旗渠历史，唱一首红旗渠
歌曲，推一把独轮车，抡一回开山锤,
抬一次太行石等。为让红旗渠精神更
接地气，从信仰转为自觉，学校举行了

“发扬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正确使
用压岁钱”主题大队会等活动，从现实
出发，让精神“着陆”，培养了学生们厉
行节约的好习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
心。

习近平总书记说，红旗渠精神历
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精神已
融入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师生们的

血脉。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定期前往
当地许多学校，送去革命传统教育和
先进教学理念；在第二实验小学的书
法作品展览室内，存放着学生们的

“慈善档案”，记录着每个孩子所做的
点滴好事……

漫步于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看到
听到皆是“红旗渠”：走廊和楼梯张贴着
有关红旗渠的手抄报；广播站定时播放
学习红旗渠精神的心得；课前写字活动
中离不开红旗渠精神的相关内容；人人
都能讲红旗渠故事……伟大的红旗渠
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少年。③7

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让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3月 30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
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验区和
实验校建设，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
研学旅行模式。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验区由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申报，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实验校由普通中
小学校申报。按照要求，各试点单
位、试点校要将研学旅行和学校课
程进行有机融合，根据学段特点和
地域特色，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
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
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

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同时，要研
究形成研学旅行活动开展的管理
模式和经费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方
案及应急预案、内涵发展机制、科
学评价机制等，将研学旅行纳入学
校综合考评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研学旅行属于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是将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
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有助于书
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融合。
我省去年认定了38个中小学社会
实践教育基地，为研学旅行工作快
速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③7

我省将打造一批
研学旅行实验区及实验校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风娇）3月 29日，鹤壁市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启动“四好农村
路”三年建设攻坚战，计划到2020
年实现农村公路路网结构明显优
化、质量明显提升、养护全面加
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公
路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与
优化村镇布局、农村经济发展和
广大农民安全便捷出行相适应；
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要逐步消除制约农村
发展的交通瓶颈。

围绕“建管护运”四个方面，
近 5年来，鹤壁市投资 8.5 亿元新
改建农村公路 990 公里，基本形
成了以县道为骨架、乡道为支

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网络
体系，实现了与国省干线公路以
及城市道路的有效对接互通，为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和保障。

鹤壁市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今年已将“四好农村路”建设列
入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到今年年
底，重点完成全部县道 278公里、
重要乡道 300公里和县乡道路临
近的过村村道等建设任务；2019
年，重点完成乡道500公里和重要
村道等建设任务；2020年，全面打
赢“四好农村路”建设三年攻坚
战，使路产路权得到有效保护，路
域环境优美整洁，农村客运和物
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城乡交通
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3月 28
日，三场特殊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在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申请人
通过网络视频系统，与远在千里之
外的医学专家连线，轻松实现了医
疗司法鉴定。当天，焦作市中院远
程鉴定平台正式启动，在全省率先
实现远程司法鉴定。

当天上午，焦作市中院分别就
一起刑事案件和两起交通肇事案
件进行了司法鉴定。记者看到，现
场设置了多台电脑，案件承办人、
听证会主持人和当事人通过屏幕
可以清晰地与天津某司法鉴定中
心的专家进行视频对话。专家组
仔细询问了申请人的伤情，并通过
摄像头进行查看。

听证会结束后，申请人高先生
说，他的胳膊因车祸受伤，如果跑
到天津做鉴定很不方便，而且交通
费、食宿费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今天这样鉴定，我除了交鉴定费，
别的不用花一分钱，省钱省时又省
力。”

焦作市中院技术处处长刘春
润告诉记者，按照传统的方式，涉
及司法鉴定的案件通常都是双方
当事人到鉴定机构所在地进行鉴
定，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和其
他风险。焦作市中院依托信息化
建设平台，建立不出门、不花钱、不
耗时的委托鉴定模式，既减轻了当
事人的负担，提高了审判效率，也
增加了司法的公开透明。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4 月 1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初
我省气温将再次向 30℃发起冲
击。受强冷空气和降水影响，周中
我省气温将明显下降，降温幅度将
达15℃。

据悉，2日，我省最高气温可达
28℃～30℃。3日起，受较强冷空
气和后期降水天气影响，全省气温
将大幅下降，4日到6日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降至14℃～17℃，降幅将

达15℃左右。周末气温开始回升。
周平均气温:西部山区、北部

11℃ ～12℃ ，其 他 地 区 13℃ ～
14℃。周内极端最低气温：西部
山区、北部 2℃～4℃，其他地区
4℃～6℃。周内极端最高气温：全
省28℃～30℃。

本周，我省将出现一次大范围
的降水天气过程，降水集中时段在
4日到5日白天。周降水量接近常
年同期。③7

鹤壁打响
“四好农村路”建设攻坚战

焦作两级法院
在全省率先实现远程鉴定

本周强冷空气影响我省
降温幅度将达15℃

▲3月29日，在位于西华县的河南黄泛区农场，工作人员正在操
作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助力春季麦田管理。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3月28日，工作人员在给农户讲授无人机飞防技术。汝阳县农
机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鼓励当地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粮大户等购买无人机，用现代科技促进春季麦田管理。⑨6
康红军 摄

麦田里的“飞行卫士”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2015年以来，南阳先后选派1156名
干部到脱贫攻坚一线，他们来自不同单
位，年龄有大有小，职务有高有低；他们也
都有各自的困难，有卧床的老人需要尽
孝，有年幼的孩子正需关爱。他们是累倒
在扶贫一线的胡金中，是带领群众发展
万亩茶山的“草帽书记”张成义，是在发
生车祸的危急关头冒着生命危险将贫困
户档卡资料从车内抢出的何英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驻村
第一书记。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贫
穷落后的村子改变了面貌，一大批贫困
户摘掉了“穷帽子”。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说，为让贫困
群众过上好日子，南阳通过党建助脱贫，
配强并发挥好第一书记作用。第一书记
用激情与赤诚践行驻村诺言，用拼搏与
奉献推动脱贫攻坚，赢得群众点赞。

一心想着群众，唯独忘了自己

“胡金中同志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精
神永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县扶贫
干部树立了标杆，成千上万个像他一样优
秀的扶贫干部将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姚娜是胡金中的同事，作为驻村第
一书记宣讲团成员，她每一次讲述胡金
中的故事，都让人潸然泪下，她已经记
不清自己落泪过多少次。

胡金中生前是淅川县寺湾镇清凉寺

村第一书记，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但为
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胡金中四处奔走，
废寝忘食，全然忘了自己50多岁的年龄
和多病的身体。

如今，村里的路通了，贫困户的致富
产业落地了，胡金中却倒下了。他去世
后，家人发现他的银行卡上只有一千零
六块四毛钱，全家至今住在出租房里，老
母亲还卧病在床。但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他心心念念牵挂的却是把花生种子
发给贫困户，不要耽搁种植时间……

大河镇六里村是桐柏县一个偏僻
的山村，南阳市粮食局下派扶贫干部何
英志帮助群众销售蜂蜜、鸡蛋、扫帚等，
新发展光伏、茶叶、香菇、养牛等产业，
使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2017年6月19日上午，何英志开车
带着九份贫困户档卡资料到镇政府，为了
躲避从山坡上蹿出的动物，车撞在了路
边的树上，瞬间燃烧起来。面对火焰和滚
滚浓烟，他不是赶快远离危险，而是钻进
后排车厢取出散落的档卡和其他文件。

家人埋怨他说，为了几份资料不要
命啦？他却说：“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想到这些档卡凝聚了大家的心血。
脱贫攻坚精准识别已进入最后阶段，时
间紧迫，档卡毁了就来不及补了，会耽
误整体工作进度。”

在淅川县盛湾镇的横山村，去年脱
贫的农民黄春有，孩子大学毕业上了班，
家里养了几头牛，日子越过越有劲儿，

“当时生活正困难，刘书记为给俺介绍活

儿干，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翻山越岭来
找俺，俺这心里暖啊！”两年过去了，黄春
有聊起往事，眼里泛着泪花。黄春有念
叨的刘书记是淅川县南水北调中线办派
驻横山村第一书记刘小阐。

两年多来，刘小阐吃住几乎都在村
里，一岁多的女儿高烧四十摄氏度，他
都没回去照顾……

在脱贫攻坚战中，日夜萦绕在第一
书记们心中的是如何让贫困群众早日
脱贫，他们忘我工作，有的人甚至献出
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群众的认可，就是最大的荣耀

苗木推销员——这个称呼对省电
力公司驻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第一
书记张鹰来说，名副其实。

在娘娘庙村，村民们都知道张书记
无论走到哪里逢人就提村里的苗木，成
了苗木推销员。皮鞋穿坏好几双 ，一天
休息不到5个小时，泡包方便面就算一顿
饭……为拓宽销售渠道，张鹰很“拼”。他
组建的苗木管理委员会，有3家专业合作
社，申请了“皇家玉兰娘娘”注册商标，两
年多苗木销售收入超过1500万元。

张鹰深知，要想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
面貌，仅靠“输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
增强“造血”功能。他帮助注册成立南召
县娘娘庙村集体经济实业公司，有效解决
持续脱贫致富问题，确保实现村集体收益
的保值增值，现已实现利润38万元。

在桐柏县吴城镇，“草帽书记”名
气不小。为了发展和推介王湾茶，王
湾村第一书记张成义不顾炎炎烈日，
穿着布鞋戴着草帽进茶园、访农户，光
笔记就记了厚厚几十本，经过充分调研
和两委班子反复讨论，确立了建设“万
亩茶香、十里荷塘”美丽旅游茶村的发
展目标。

如今的王湾村，山上是近万亩的茶
树，山下是 200亩的莲菜种植基地，不
仅是群众致富增收的“摇钱树”“聚宝
盆”，更是一道亮丽的乡村旅游风景线。

为充分激发第一书记干事创业的激
情，南阳将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与“三亮三
评”活动相结合，创新实施奖惩机制，对
工作不力的严格落实召回制度，对工作
成绩突出的优先提拔使用。两年来，全
市共有150名第一书记被提拔重用，169
名第一书记被列为优先提拔对象。

两年多来，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
共协调资金 6.4 亿元，引进致富项目
770 个，培育支柱产业 486 个，创办专
业合作社404个。414个党组织软弱涣
散村全部得到了转化提升，22个软弱涣
散村党支部被评为县级先进基层党组
织……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贫困村在脱
贫致富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

眼下，经过前期层层遴选以及精准
培训，全省1.2万余名新任第一书记全部
到岗，其中南阳市有1200多名。他们将
沿着前任第一书记的足迹，激情满怀，在
脱贫攻坚路上绽放芳华。③5

在脱贫攻坚路上绽放芳华
——南阳市驻村第一书记群像扫描

3月 29日，在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在装配一
批轻量化铝合金工程罐车。此型设备属于企业自主研发的低碳节能产
品。目前，该公司推出的罐车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了良好口碑，出口到多个
国家和地区。⑨6 潘炳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