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的千年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

千百年来，正是龙湖的一泓清水，孕育并延

续了淮阳文脉，使之代代相传。淮阳人早

就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唇齿相依的

关系，因而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龙湖，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生态、旅游、扶贫

融合在一起，得到了生态与经济双重馈赠。

龙湖故事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样本，只有守住生态命脉，才能掌

握发展的命脉，造福自己，也泽被后世。②10

靠着俺这儿的好水好空气，就能
尽早脱贫，真好！

渔家乐服务员 王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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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6月 26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2017年度高耗
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名单，我省两家企业入选。

为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去年年
底，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质检总局组织开展了2017年
度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在钢铁、乙烯、原油加
工、合成氨、甲醇、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铜冶炼行业遴选出
达到行业能效领先水平的“领跑者”企业19家，达到能耗限额
国家标准先进值要求的入围企业21家。其中，河南心连心化
肥有限公司入选合成氨行业能效“领跑者”，登封中联登电水
泥有限公司进入水泥行业能效“领跑者”（入围企业）名单。按
照计划，今年我省将在工业企业大力推进绿色化改造，争创一
批国家能效“领跑者”企业。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6月 26日，全国
首个以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为主线，以大别山革命历史和大
别山精神为支撑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馆在信
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建成开馆。

展馆总展陈面积近2000平方米，包括“悟初心”“守初心”
“践初心”三个主题鲜明的展区，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大别山波
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重
温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中“悟初心”，通过涵养优良党内政
治文化“守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持续奋斗“践初心”。

据介绍，今年 1月展馆陈展已基本完成，经中组部、中宣
部先后派员到馆实地调研提出改进要求，陈展内容不断得到
修改完善，正式开馆前已接待来自湖北、安徽、陕西等地的近
200个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约1.5万人前来参观学习。③6

□本报记者 王晖

把社会实践的“活水”注入大学思政教
育，让思政课“行走”起来，这是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梅教授的
一次创新。

不久前，她带着从全校参加“四课联
动”实践教学优秀学生中选拔出来的40名
学生代表，带着课本中的理论问题到大别
山革命老区寻找答案，以往被贴上“枯燥”
标签的思政课一下子接上了地气。

6月 25日，记者在该校外语学院见到
了此次大别山红色考察团成员之一、2017
级学生涂晓轩，她满怀激情地讲述起这次

“行走”的思政课带给自己的心灵震撼：站
在曾经在历史课本中读到的“红田”惨案遗
址前，望着那片曾被 300名烈士鲜血染红
的稻田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社

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政课让她深刻地认识
到，个人的发展和成功是与国家民族的命
运紧密结合的，大学生要树立起与这个时
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

涂晓轩的感悟引发了张梅老师的感
慨。这位获得过全省高校教学技能大赛一
等奖和全省“两课”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
有着近30年思政课教学经验的老师认为，
社会实践要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让青
年学生踏上红色土地、重温红色故事，真正
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和意义，从而滋养出
可贵的家国情怀。”

据记者了解，这次大别山革命老区红
色考察，是张梅和她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
院连续四年成功推行思政课“四课联动”实
践教学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四
年来，她和同事们不断摸索，在“思想道德
修养和法律基础”教学中开展演讲大赛、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开展历史情景
剧比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
开展辩论赛、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中开展微视频
大赛，通过课程联动、教师联动、学生联动、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动，变传统的“你讲
我听”被动教学模式为学生积极主动参与
教学，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动起来了。

上张梅老师的课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她的学生们评价：张老师讲课激情四射，她
每每从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切入，渐渐带
入理论，让大家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课
堂上，她经常用最新颖的例子深入浅出地
讲述枯燥的理论概念，让课堂充满生机和
活力。

张梅说，一堂立体丰满的思政课应该
像精心设计的旅途，步移景换，处处惊喜。
为此，她常将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课堂演讲和辩论、随堂调查等设计在一
堂课中，要求自己既当演员又当导演，既当
主角又当配角，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
意思”。

暑假就要到了，张梅希望能看到更多
的学生走出象牙塔，在田间、在小巷、在乡
村、在工厂，在那些“行走的课堂”里打开了
解社会的窗口，将自身的成长融入国家发
展的洪流，在社会实践中树理想、长本领、
立担当。③5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6月 26日，记者从省科技厅院士
办获悉，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近
日获批设立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引进了沈昌祥等11位院士及
科研团队84人进站工作。这10家院士工作站的研究方向涉
及信息安全、水利工程、医疗卫生等 5个领域，计划开展合作
项目25项，项目总投资达7153万元。

其中，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军研究
院沈昌祥院士团队合作，投入资金800万元，开展可信计算安
全芯片研究与产业化等项目研发，将针对可信计算关键环节
开展技术攻关，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移动办公、工业生产等
提供安全保障，促进上述领域的健康快速发展。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资源研究所王浩院士团队合作，投入资金1200万元，开展黄
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优化及综合调度关键技术等项目研发，并
建成黄河流域水资源动态优化配置和调度示范基地，为进一步
提高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与调度水平提供科技支撑。

医疗卫生领域的三家院士工作站分别设在省人民医院、
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和周口市中心医院，将针对消化内镜尖
端诊疗技术、严重烧伤救治技术等开展研究。③9

我省新增10家院士工作站
引进11位院士及科研团队84人助力创新

信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展馆开馆

我省两企业入选能效“领跑者”

她的思政课会“行走”
——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梅教授

基层亮点连连看

点赞，我的思政老师

□本报记者 杜君 刘晓阳 沈剑奇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中传唱
的龙湖，蒲苇多姿，荷叶田田，数千年生生
不息，静静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淮阳人。

6月 24 日，淮阳县龙湖，湖面浮光跃
金，鱼戏荷间。驾船穿行荷丛的李全良，像
唱渔歌一样和船上的游客介绍淮阳荷花：

“下月荷花节，再来会更美！”
然而，穿越千年的龙湖，世代更替中，

也曾走过弯路。曾经，靠山“吃”山，靠湖
“吃”湖，面积相当于三个西湖的龙湖被迫
成了淮阳人繁衍生息的“土地”。

数不清的“小格子”，把龙湖“拆”成了
块块“补丁”，当地村民借以养虾种藕，维持
生计；环保意识不强的村民，把龙湖边变成
了“垃圾场”，生活污水和垃圾被随意排放
到湖里；临水而居的渔民，有的私搭乱建

“湖景房”，有的填湖造宅……

龙湖在呻吟。被破坏的生态，如同枷
锁，束缚着淮阳发展的脚步。回过神儿的淮
阳人，更视这碧水如珍宝，守护“母亲湖”，关
乎淮阳发展的千年大计，整改在行动。

拆“格子”，让被分割的湖面合拢起
来。龙湖水面由专业公司统一管理，综合
旅游开发、鱼虾养殖和蒲荷种植，净化了湖
水，美化了环境。曾经的渔民转换身份，李
全良和300多名乡亲或当起了驾驶员开游
船，或当起了保洁员维护龙湖环境，成了公
司“上班族”。

补水源，把被挥霍掉的湖水充盈起来。
两次引沙颍河水补给，萎缩的龙湖重现烟波
浩渺，恢复了千年来补给的“自给自足”。

除违建，把“蚕食”掉的湖景“拿”回
来。违建的“湖景房”被一一清除，修建的
排污管道将污水直接送到污水处理厂，沿
湖搭起绿色长廊……

龙湖在欢唱。湖脉通了，湖面美了，如
何把龙湖的水脉和文脉相交融？

太昊陵、弦歌台、陈楚古街……名扬天
下的二月二庙会敞开胸怀，一年一度的荷

花节盛情绽放，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
观湖、赏景、阅史……

毕生态修复之功，成大美新龙湖。
良好生态的回馈，往往是意想不到

的。忙了一天的李全良算了笔账：“今天开
了6次船，能挣100多块钱，一个月的收入
比过去打鱼一年的还要多。”

鲜嫩味美的龙湖鱼又游回来了。慕名
前来品尝的游客让村民应接不暇，龙湖沿岸
的渔家乐一条街应运而生。东湖渔家的老板
史树民笑得合不拢嘴：“旺季时，所有房间都
要提前两天预订，一晚上饭店能翻三次台！”

暮色四合，喧闹散去，渔家乐的服务员
王华丽下班后一拐弯，三两分钟就走回了
家：“靠着俺这儿的好水好空气，就能尽早
脱贫，真好！”

当朝阳在湖面上再次升起，李全良又
载着一批游客驶向荷花深处；筹划着扩大
规模的史树民打开门店，满怀憧憬迎接新
的客人。漫步湖边，清风徐来，荷香扑面。
赖于淮阳人的守护，这座千年古城正散发
着新的动人气韵。③5

走进淮阳，看水脉与文脉的交融——

风掠龙湖蒲与荷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凤华 张星

凭着评比得分，49岁的贫困户朱金
伟从村里的“爱心超市”换到了心仪的铝
合金锅和一把小铁锤。“今后俺想再多攒
点分，换个燃气灶！”6月 25日，朱金伟
兴奋地告诉记者。

朱金伟是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黑龙
王庙村人，身患残疾的他和妻子在村里
的环境卫生公益岗位工作。根据村“爱
心超市”的管理规定，贫困群众只要参加
村里的公益活动，或助人为乐、尊老爱
幼，或积极脱贫、勤劳致富，都能获得积
分，到“爱心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这一招重在扶志。”村党支部书记
刘要民解释说，现在扶贫政策越来越好，
但部分贫困群众也有等靠要的思想。他
们就采取了这个办法，营造勤劳致富、脱
贫光荣的浓厚氛围。

走在村里，只见处处干净整洁。“村里
乱堆垃圾、杂物等长期存在的现象不见了，
村里的正能量越来越多！”刘要民很欣慰。

想自立自强，没技能怎么办？“只要有
劳动能力，愿意干，政府免费培训，个人一
分钱不用拿。”驻村第一书记袁勖杰说。

黑龙王庙村村委会西边不远，是河
南泓泽服饰有限公司设在该村的扶贫产
业基地。走进车间，“哒哒”的缝纫机声
有序律动，数十名女工忙忙碌碌。正踩
着缝纫机的村民张园园一脸满足：“政府
免费培训，学会了就直接上岗，早中晚都
能回家做饭，比在外打工好多了！”

“扶贫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由财政
投资，企业租赁使用，一年2万元租赁费
归村集体，群众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各方
都很满意！”刘要民介绍。

黑龙王庙村的情况是郾城区推行志智
双扶、靶向发力拔穷根举措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郾城区坚持扶志与扶智并举，通过
精神激励、物质奖励、技能培训、产业扶贫
等多种方式，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
生动力。全区去年有227户795人成功脱
贫，荣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县区”。③6

一线见闻

黑龙王庙村的
“志智双扶法”

记者手记

只要有劳动能力，愿意干，政府
免费培训，个人一分钱不用拿。

驻村第一书记 袁勖杰

6月 25日，在宝丰县闹店镇鑫垚葫芦种植深加工基地，葫芦爬满棚架，呈现出别样的姿态。该基地种植有文玩葫芦150亩，安排
当地40余名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农民增收、贫困户脱贫、土地增值三丰收。⑨3 王双正 摄

（上接第一版）实习过程安排指导教师
全程跟随，学生通过自我反思、同伴互
助、专业引领，检验并提升教学技能，
积极向合格教师转化。同时，实习学
生把学校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先进理念、有效方法带到实习基
地，对更新当地的教育教学模式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为解决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师资匮
乏的问题，学校 2016年率先以单独招
生的形式，启动实施高中起点专科层
次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计划，成功创造了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的“洛阳模式”。“洛阳模式”通过建立
地方教育局、学生和高等院校“三位一
体”的培养机制，实行定向公费培养；
创新培养模式，突出全科专业化特色；
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强化专业技能训

练；强化情感教育，提升学生的职业幸
福感。学校为培养全科定向师范生

“量身定制”了培养课程方案，加强实
践教学，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投入专
项资金研制课程教学大纲，编写专门
教材；实行大学和小学合作育人新模
式，邀请地方教育局、小学校长、优秀
教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专业思
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参与小学全科
教师培养的全过程，形成高校教师和
小学名师共同指导师范生的“双导师”
制；建立了 20 多所小学教育实践基
地，保障教育实习的质量。2017 年，
河南省专科层次小学全科教师招生中
全面推行了“洛阳模式”，教育部相关
部门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为进一步整合教师教育优势资源，
进一步发挥学校对河南省基础教育的

辐射和引领作用，学校先后成立基础教
育研究中心、中国教师报课程与教学研
究中心等机构，先后与洛阳市教育局、
三门峡市教育局、济源市教育局、平顶
山市教育局等建立教育联盟，2017年
被省教育厅确定为豫西片区教师教育
联动发展共同体牵头单位。实施“中
学名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建立基础教
育专家库，从中小学聘请一批拥有先
进教育理念、丰富教学经验的省市教
学名师到校，与学校教师交叉授课，共
同切磋。聘请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
和中小学教学名师参与师范类专业建
设、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等方面的论证
和研讨，使培养目标、培养过程更适应
基础教育需要。学校设立“基础教育
研究项目”专项基金，采取高校教师与
中小学联合申报的形式进行课题招

标。2016年，学校成功获批“中小学语
文”和“中小学数学”2个首批河南省中
小学学科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位居全省
高校第二。每个基地同时联合 6所中
小学作为实验学校共同开展研究和改
革工作，进一步彰显学校教师教育特
色，打造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引领和
服务基础教育新平台。

2011 年，学校获批“服务国家特
殊需求”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试点单位，次年开始招收教育硕士
研究生。学校发挥教师教育综合优
势，精心制订培养方案，创新全程五环
节嵌入式培养模式。实施双导师制，
建立由高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中
小学共同构成的“立体化校本教研共
同体”，现有 12所学校作为教育硕士
研究生的教育实践基地，洛阳市政府

将学校教育硕士研究生纳入市直中学
直招教师对象，硕士毕业生全部高质
量就业，获全国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技
能大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等
奖励 25项。2015 年、2017 年学校连
续获批河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培养
基地”，2016 年获批河南省教育硕士
特色品牌。

2018 年对洛阳师范学院来说也
必将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和《教 师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2 年）》的制订，全国教师
教育将迎来又一个春天。这两个文件
出台后，洛阳师范学院迅速开展教师
教育大讨论，全校上下对高等教育发
展的新形势、教师教育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洛阳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王洪彬表示，学校将不
断优化专业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坚定不移地面向
社会、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发展之路，重
视养成教育，始终面向基础教育；坚持
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努力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建设特色鲜明的，以教师教
育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地方高
水平师范大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乘着国家教师教育发展的春风，
植根传统文化深厚的河洛热土，秉承
百年师范教育的传统，洛师人百年坚
守的师范传承一定会在这里更加本固
枝荣，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一方新的
高地！

打造新时代教师教育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刘茜）“来自身边党员的故
事给了我很多感动。”6月 26日，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姚淼说，“活动中讲述的基层党建故事富有感染
力，可亲可敬，可学可行。”

姚淼所说的活动是金水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课件观
摩评比活动。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七一”建党节，金水区以“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组织了此次活动。该活动深入挖掘
金水区众多基层党建故事，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了
生动鲜活的学习资源。

故事片《涟漪》讲的是东风路街道轻院社区的香香姐服务
社立足金水区，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服务社区邻
里的小事，让社区居民成为服务型党组织的受益者，也成为志
愿服务的参与者。《老兵的自白》则讲述了一位90岁抗美援朝
老兵仍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故事。

在本次活动中，像这样的课件或故事片共制作了 20余
部，树立了一批可供学习的榜样。据了解，该区将通过开展网
上观摩、组织基层党员观看评价、机关信息网推出“网上观摩
评比”专题页面等多种形式，让优秀党建故事入眼入脑入心，
成风化人，让全区党员干部迸发出更强大的前行动力。③8

“身边党员的事迹更让人感动”
金水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课

件观摩评比活动举行

喜迎“七一”建党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