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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11日，记者从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获悉，针对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即日
起，各地交警部门将严查农村面包车、客运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加强汛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确保全省交
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6月至 8月，各地交警部门将集中开展为期3个
月的农村面包车专项治理，集中清理农村面包车逾
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非法粘贴玻璃反光膜等安全
隐患，加大对超员、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查处力度，特别是针对面包车遮阳膜不透光及车辆
转出后长期不落户等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治理，并用
好短信提示、案例曝光、有奖举报等手段，加强农村
交通安全宣传。

同时，各地交警部门将积极会同交通运输、安全
监管等部门，加大客运企业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对
发现的客运企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隐患问题，及
时督促限期整改。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还要求各地交警部门切实加
强汛期交通应急管理，针对入夏以来各地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频繁的情况，逐级压实责任，提前排查
交通安全隐患，做好雨天秩序管控，加强安全提示和
宣传引导，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李海亮 王珂）6月
11日 10时 16分，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安阳综合段安阳站货场集装箱区，由35个集装箱组
成的货运班列装车完毕，将发往天津港，再通过海
运出口到韩国等。这是我省铁港联合推动大宗物
流由公路运输转向铁路运输、实行铁海联运的具体
实践。

今年 4月初，安阳综合段了解到十余家有出口
需求的企业有与铁路合作的意向。该段主动与天
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联系，最终与天津港达成运
输合作协议。双方确定了以安阳站为中心，辐射豫
北及周边地区至天津港的多式联运物流建设方案，
积极打造豫北区域至天津港铁路运输通道，以更好
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公转铁”战略部署。

安阳综合段还向郑州局集团公司申报，帮助企
业完成 95306 网上货运营业厅注册手续，为企业

“量身定制”装车方案，合理划分集装箱装车专区，
提供24小时一对一咨询服务，随时解决企业办理业
务过程中的问题。同时，对发往天津港货物班列实
行优先摘取、挂运，加强现场装车盯控和指导，严格
装车、运输作业流程，确保铁港联运专列装车严、发
车快。

目前，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邯郸滨海
实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已经达成安阳至天津港铁
路运输协议，预计每月发送货运班列 5列、集装箱
350余箱，年运量达12.6万吨。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
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
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熟悉的旋
律响起来，同学们的热情被点燃了。这不是
明星演唱会现场，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尽量把极易上成说教课的思政课上得
富有激情、震撼心灵，是我一直以来努力的
方向。”6月 9日，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马列教研室主任马金伟说。

“与普通本科生相比，高职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和积极性相对较差，对思想政治理论
课学习兴趣不太大。”针对这种情况，马金伟
认为要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不能按照某种
固定模式进行教学。

为此，他做足了功课。课堂上，马金伟
经常从案例、视频、故事、歌曲、社会热点新
闻或者个人人生经历切入，把学生们感兴趣

的东西与授课内容相结合，激发他们的好奇
心和学习欲望。比如在讲《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章时，他先播放同
学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北京欢迎你》，随后再
让大家讨论这首歌表达了什么，进而引出我
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题。不知不觉中，课
堂气氛活跃了，深奥的理论可感可触了。

“其实，上课就像给孩子做饭一样，必须
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为他们准备对胃口的‘菜
品’，学生们才会喜欢，效果才好。”马金伟说。

该校环境艺术工程学院的刘江遥同学
这样评价马金伟的课：“马老师的上课方式
跟别人不一样，除了幽默，他还特别有激情，
能把气氛带动起来，让同学们在笑声中主动
思考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轻松自如、举重若轻的课堂背后，是马
金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脚踏实地、学习
积累。

从教以来，马金伟从未因个人原因耽误
过一节课。一年四季，不管风霜雨雪，他从
未迟到、早退过。不管前一天备课到多晚，

他总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站在讲台上，把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学生。

不少同学表示，马老师有着满满的正能
量，他除了课上得好，课下的一言一行也在
无声地影响着大家。

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马金伟还作为学
院人文道德大讲堂的主讲教师开设了“马老
师讲坛”，传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孔子到庄子——
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与启示》专题讲座，增
强了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感；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王阳明思想的当
代价值》专题讲座，让大家对中国文化、中国
哲学更加敬仰和自信……他开设的“驽马十
舍”个人微信公众号，不仅深受本校师生欢
迎，连外校的思政课老师也纷纷关注。

去年，马金伟参加了全国高职院校思政
课教师教学展示，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

“一门课，一辈子，一生情。上好课对
一个老师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马金伟
说。③8

安阳至天津港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

我省集中治理
农村面包车安全隐患

一门课 一辈子 一生情
——记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马列教研室主任马金伟

□本报记者 薛迎辉 成利军

大家好，我叫微粉，一种白色细微颗粒,
是“小废家族”的一名成员。在我们家族里，
还有废水“小妹”、煤气“小姐姐”和钢渣“大
哥”。

可别小瞧我，作为水泥生产的重要添加
剂，我可派上“大用场”了，被广泛应用于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以及高铁建设等重大工程
上。6月 8日一大早，厂区门口就排起了长
队卡车，在等待装车把我运走呢。

别看现在我是“香饽饽”，以前却人见人
厌。原来，我叫“水渣”，是济源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炼铁阶段产生的附加物。起初我被
堆弃在空地上，既占用土地，又污染了环境。

而这一切，在 2007 年 5 月 8 日迎来转
机。随着一声“主控机运行正常”，一股晶莹
透白的超细微粉流入成品库。这不仅标志
着济源国泰微粉 20万吨一期工程获得了成
功，也让我得以重生。

随后通过打入郑西高速客运线、郑西铁
路等重点工程，我不仅迅速占领济源、洛阳、
郑州等地市场，实现利润 364万元。之后微
粉二期、三期、四期生产线等相继投产，不仅
叫响了品牌，也为济钢循环经济增添了新的
风采。

不仅是我，煤气“小姐姐”、废水“小妹”
和钢渣“大哥”，也都在焕发新的生机。

煤气“小姐姐”原先是济钢在炼钢时产
生的废气。为了提高利用率，济钢在老发电
厂的基础上新建了煤气发电项目。截至6月
5日，新发电厂已投入运行 20余天，日均增
加发电量约 100 万度以上。济钢自发电率
也将由过去的34%提高到45%以上。

就连最不被人看好的“废水”小妹，也将
有用武之地了。济钢正在尝试与政府接洽，
让“小妹”为当地冬季供暖贡献一份力量。

“大哥”钢渣回收利用价值就更高了。
在济钢国泰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哥”
也变成了大块钢、精铁粉和沙质微粒等产
品。不仅变废为宝，整个过程还几乎实现了

“零排放”。
小废物，大利用。在济钢人的不断努力

和创新下，我们“小废家族”也变成了“香饽
饽”，为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出了一份力。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人们宣布：“变废为
宝，我们很骄傲！”③4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今年是农业农村部确定
的“农业质量年”。记者 6月 11 日获悉，从即日起
2018年河南省绿色食品“双新双创”评选活动正式
启动。

开展绿色食品“双新双创”评选活动，即在绿色
食品生产中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推进农村创
业、创新，引导农业加快向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
品牌化发展，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采取机构推荐和个人自
荐相结合。记者注意到，对参评的企业要求遵守绿
色食品标准和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绿色食品全程
质量控制体系，制定统一的生产技术规程，实行标准
化生产；有一项以上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许可，并
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发展成效显著，知名度
高，品牌农产品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作
用明显。

此次活动将评选出先进单位 20个、先进个人
30名。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将给予获奖单位有关
优惠和激励，如优先入选《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名
录》；优先参加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有关展会，并优先推荐为金
奖产品候选；优先参加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的
各项推介活动等。③4

全省绿色食品
“双新双创”评选启动

济钢微粉的自述：

变废为宝
我很骄傲

我现在最大心愿是更多的年轻
人能够加入进来，将我毕生所
学传授给他们。

李仁清
我省省级非遗（传拓技艺）传承人

编者按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

凝聚着先民的智慧，是人类的

精神家园。随着社会发展，老

物件、老传统的生存空间受到

严重挤压，甚至面临消亡危

险。为此，我省在复活传统手

工艺、保护传承人、培育青年传

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本

报记者走近非遗传承人，聆听

他们守护文化根脉的感人故

事，唤起大家对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的关注。③4

□本报记者 温小娟

碑刻传拓技艺，是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
创造的文献复制技术，已传承千年之久。但
这一技艺一直停留在传拓作品都是平面的碑
文和墓志上，面对高大的陵墓石刻或石窟中
的高浮雕造像和立体圆雕时，则一直无能为
力。我省省级非遗（传拓技艺）传承人李仁清
经过 30多年的实践和研究，探索出高浮雕拓
印技艺，填补了这一空白。

李仁清来自信阳，从 20岁干上拓工这一
行开始，他将最美好的年华挥洒在荒山野岭
中，弓背曲身穿行在残垣断壁的石窟之间，终
于实现了拓印高浮雕的梦想。“我现在最大心
愿是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进来，将我毕生
所学传授给他们。”他说。

6月 8日至9日，随着郑州市金水区“非遗
进校园”活动的开展，李仁清高浮雕拓印作品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亮
相，一幅幅乌金蝉翼、古朴精美的高浮雕拓片
惊艳了象牙塔里的学子们，他们惊叹：“在一
片浓淡相间墨色里，北魏石窟寺佛像的衣褶，
仿佛随风飘动；威风凛凛的宋陵前守陵大将
军似从石像里正步走来……”

活动现场，李仁清一手拿棕刷，一手拿扑
子，向学生们展示平面碑拓流程。在他看来，
高浮雕拓印既是小众的，又是高深的，涉及考
古测绘、绘画、雕塑等多门学科知识，应该让
更多有知识的年轻人了解它并传承下去。

在李仁清眼里，古人留下的图文并茂的
造像碑和高浮雕造像等，都是有“生命”的
石头。而与这些石头结缘，竟是迫于生计。
1982 年，为了养家糊口，李仁清告别家人来
到郑州，跟随文物专家们进行田野调查。他
时常为高浮雕和圆雕无法拓印下来而苦
恼。“这些精湛的石刻艺术太迷人了，经年
累月风雨侵蚀，他们的容貌会‘湮灭’的。”

他暗下决心：哪怕耗费一生也要把高浮雕传
拓技术攻克。

自此，李仁清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艰难探
索。金石碑刻大多分布在荒郊野外，那时交
通大多不便，饥一顿饱一顿更是生活常态，李
仁清经常带着一把手电筒和一袋干粮，独行
侠似的奔波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功夫不
负有心人，正因为对解决这一世界难题执着
的信念，让李仁清坚持走下去，觅得历史性的
突破。

2012年，他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拓制高
浮雕技法，在二维平面上重现三维艺术，将
不可移动文物按 1∶1 比例转化为可移动文
物。前无古人的高浮雕拓片一面世，专家们
十分震撼。北大图书馆金石组组长胡海帆
评价：“李仁清的拓技之妙让人赞叹，拓片形
神兼备、栩栩如生，不仅注重资料的完整性，
更是一种艺术创作。”2014年，李仁清成立了
郑州仁清传拓艺术博物馆，目前馆藏有 1000
多幅作品。

谈及未来，李仁清信心满满：“我认为以前
的雕像不仅是千姿百态，还应该是色彩斑斓
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彩拓’，拓出石刻
原本的颜色。”③4

拓印古代石雕 传承石窟艺术

6月 7日，在蒙华铁路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项目工地，建设者正在紧张施工。该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与三门峡市之间，
跨黄河南北两岸，是蒙华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中主桥上部结构钢桁梁全长1140米。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点赞，我的思政老师

一线见闻

豫见非遗

□本报记者 谭 勇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安
全生产要求越来越严，人民群众对安
全生产期望越来越高，6月“安全生产
月”期间，6月 11日，记者就安全生产
工作专访了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昕。

“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
峻形势，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决
策部署上来，责任上肩，措施落地，埋
头苦干，狠抓落实，为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
境。”张昕开门见山地说。

“保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关键中的关键是必须照单履职尽
责，层层压实安全生产防控责任。”张
昕表示，具体而言，主要是压实“五个
责任”，即压实领导干部责任、压实部
门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压实
职工行为责任和压实督导检查责任。

“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将加大问责

力度，包括约谈事故多发市县、约谈执
法落后县区、问责不负责任的执法人
员、启动安全生产巡查和严厉查处已
发生事故，切实起到警示教育和惩戒
作用。”张昕还就“五个责任”的具体要
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压实领导干部责任。党政领导干
部责任清单，就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市、县党委政府、省政府安委会
各成员单位要将学习贯彻中央《规
定》，作为近期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
容，邀请省政府安委会督导组列席中
心组学习，并就落实领导责任、加强安
全生产提出明确的贯彻意见。今年安
全生产考核将把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作

为重点考核内容，并将考核结果抄送
省委有关部门，对不按《规定》履职尽
责的，实施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压实部门监管责任。部门责任清
单主要是执法计划。各负有安全监管职
责的部门已经制订了今年的执法计划，
省政府安委会督导组近期下去督导时，
将把各有关部门落实执法计划情况作为
督导重点，对不落实执法计划、只检查不
执法、有隐患不处罚的，坚决问责追究检
查主办人员和主管负责人的责任。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责任清
单主要是《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企业主
要负责人7项职责和企业安全机构7项
职责。我省正在对所有企业负责人开
展安全谈话活动，再次告知、明晰安全

责任，切实做到“知责任、晓利害”，要求
企业、班组、职工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
措施、逐岗位逐人员落实责任和义务。
各级各部门到企业检查执法，首先检查
企业负责人和安全机构负责人履职尽
责情况，对不履行职责的，按照法律规
定上限严肃追究、顶格处罚。

压实职工行为责任。违章事故占当
前事故的90%左右。职工行为责任清
单，就是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今年的执
法检查，每次都将重点检查职工安全技
能情况，随机抽一部分职工进行考试，凡
对岗位操作规程不能达到“手指口述”的，
没有做到“一备三查”的责令企业重新教
育培训，培训不达标决不允许上岗作业。

压实督导检查责任。各级安委会

督导组将坚持问题导向、点面结合、多
管齐下，按照督导任务、督导要求和督
导清单及时进驻基层，加强对敏感时
段、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的督导暗访；
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采取面对面交办、
跟踪督办、限时办结、复核检查等方
式，确保问题查不清不放过、问题不整
改不放过，切实发挥督导暗访作用。

“遏制事故多发势头，必须对当前
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采取果断严厉措施，
重拳打非，重典治乱，持续保持安全生
产严管重罚的高压态势。”张昕说，非法
违法是导致重特大恶性事故的首要原
因，要严格落实县乡打非治违责任，组

织力量加强安全巡查，对非法违法行为
要露头就打，坚决追究非法组织者和投
资者的经济和刑事责任。同时，坚持刀
刃向外严格执法，切实做到“五个一
律”，即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一律登记进
隐患台账，对限期未改正的一律立案走
执法程序，对违法案件一律按法律上限
顶格处罚，对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停产
停业整顿，对没有许可证或者证照过期
的一律按规定关闭取缔到位。

“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始终在路
上，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张昕
最后表示，“全省安监系统干部职工将
牢固树立‘全省安监一盘棋’的思想，
从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和看齐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思想，坚决执行国
家和省安全生产决策部署，令行禁止，
纪律严明，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省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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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五个责任 重拳打非治乱

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安全生产月”期间访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