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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帅！这些佩戴党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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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再次重温入党宣誓词，内心依旧是抑制不住地激动！”郑州人
民医院普外三病区张俊杰医生这样说。

作为一名入党 30年的老党员，他利用休息时间，和外科第一
党支部的 20多位党员同志一起，面向党旗，重温誓词。“辛苦了”，
抖友@云海在视频下方中说道。③9

故事三：“生死线”上的入党宣誓词

来和手机报一起
“抖”党徽展形象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该如何正确佩戴党徽呢？《最轻松党课》将
原本严肃的党课视频，以轻松活泼的形式，在抖音上呈现。

“哇！科普得很到位！”抖友@安哥拉的小野猪说道。这则视
频发出2小时的点击量已达72万。对此，视频中的讲述人——河
南农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党支部的孙小玲说：“我们对党的
热爱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希望能通过当下最热的传播途径让更多
同龄人了解党的基本知识。”

故事一：最轻松党课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的日子。6月29日，河南手
机报推出系列短视频“我是党员 抖抖党徽”，在面向1600万手机报
用户发送这一报道的同时，还在抖音平台上发起话题。

党徽风采，尽在河南手机报短视频故事里。登录 hnsjb.cn/
nyEZ32观看这三个精选出来的短视频吧，打开抖音搜索“迎七一
我光荣”，燃情七月我们一起“抖”起来。

三个小故事分别以轻松传播、感动传
承、庄严传递的方式，和时下流行的抖音结
合，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对党徽的崇敬。
截至 6 月 30 日下午 4 点，总点击量累计
205.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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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党徽 亮出党员身份

看各行各业党员风采

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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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播效果最大化，大河网分别制
作了海报，通过头条号、官方微博、微信、大
河网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推送。从传播效
果来看，相关稿件视频发出不到2个小时，
点击量就超过30万。

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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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新警察故事

“平均每30分钟 1000多步”“夏季执勤每天换2次制服”，这
是有26年党龄的交警黎雄多年来的日常状态。

他的徒弟郭凯悦将这个平凡党员20多年来的坚守精神，用一
段抖音短视频记录了下来。“棒棒哒，文明执法，指挥交通，好榜样”
抖友@一个小姐姐在评论区评论道。短视频最后的“彩蛋”，警察
用特别的仪式向老党员致敬。

燃情七月，我戴党徽我光荣。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河网记者深入厂矿和

街头，采访各行各业佩戴党徽工作、生活和出行的党员。他们来自一线，吃苦耐劳，无私

奉献，平凡举动中透着伟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中国中铁大桥局农业路项目部副
经理明玉泉，负责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
中的郑北大桥工程，该工程跨越“亚洲
最大最繁忙的编组站”——郑州北编组
站，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施工难度大，跨越距离长，还要保证今年年底顺利通
车。”明玉泉说。

如今已是郑州人的他，却回不了家。为了保证郑北大桥
的施工进度，明玉泉和妻子把“家”安在了项目部的宿舍。大
桥从4月 6日第一次顶推开始，到现在已经历了四次顶推，每
次顶推时，中午都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晚上十点后下班
更是家常便饭。

但他没抱怨过，他说，我是党员，只要戴着党徽，工作再苦
再累我都没有怨言。

郑北大桥上的铁汉柔情

河南移动焦作分公司的党员李肖，
是 2018年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
得者。他在业内素有“伪基站犯罪克星”
之称，党龄已经10年。

2014年 10月，河南移动正式启动“伪基站”打击工作，李
肖主动请缨，自愿加入到工作队伍中。他积极与公安机关配
合，在市区奔波，寻找发送虚假信息的可疑车辆。

截至目前，李肖和他的团队共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伪基
站”案件10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9人，涉案金额1300余万
元，其中判决案例33起。

保障网络安全的李肖

西气东输薛店作业区主任潘桦，参
加工作已10年，2016年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10年时间，他也从一名普通的
实习生成长为了薛店作业区的总负责人。

他的职责不轻，4 个站场，9 个阀室，
275 公里的管道，所负责的区域出现任何状况，他都第一
时间到现场处理。

工作紧张，他时常主动放弃休假，哪里有需要就到哪
里顶班，对自己实行“24 小时工作制”，以站为家。

郑州市嵩南社区住有 6000余户近
2万人，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文雅是这里的

“暖心大姐”。
能暖心，离不开她胸前常佩戴的党徽。32岁的她与人们

印象中的“居委会大妈”相去甚远，但她的热心肠传遍社区。
辖区 68岁的空巢老人李女士，虽然腿脚不便，但每天仍

坐着轮椅坚持捡废品。郭文雅发现后，就把社区里的瓶瓶罐
罐和纸箱顺手收集起来留给她。难忘这么多年的照顾，李女
士每次见到郭文雅都会紧紧拉住她的手。李女士说，她早就
把郭文雅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郭文雅还自己学理发，自费购买电动推子和剪刀，帮助社
区里出入不方便的老人理发。她的故事很多，温暖了一个社
区。③9

“暖心大姐”郭文雅

大河数字

榜样是最好的力量，示范是最
好的引领。在各行业各领域中，共
产党员一直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以来，河
南有 13人和 1个群体当选，其中 10
人是党员，占比 76.9%；连续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评选中，河南有 18人当
选，其中 9人是党员，占比 50%；46
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其中 32
人是党员，占比 69.5%；2016年 1月
至 2018 年 6月间，200 名河南好人
荣登“中国好人榜”，其中党员92人，
占比46%。

这些河南好人的善行义举，感动
了无数人。这其中有用生命上完“最
后一课”的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
之风希望小学教师李芳；带领父老乡
亲发家致富的信阳市潢川县双柳树
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久生；
为百姓带来百亿元收入的“农民工司
令”——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拐子
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全
收；让爱住我家让爱住万家的郑州王
宽一家；从火灾中抢出燃烧煤气罐的

“抱火哥”——郑州市中原区消防大
队消防员刘祥团；冒雪赤膊抢修水管
的“短袖哥”——郑州自来水公司营
业处金水维修班工人张威。

他们，都是这些河南好人中的
党员代表。③7

这些河南好人
都是共产党员

6月30日早高峰期间，依托网络数据，大
河数字公司推出交互h5产品，解读感动中国河
南人物、河南道德模范、河南好人中的党员数
据，用图表展现河南优秀党员群体，推出“我戴
党徽我光荣”数据互动产品，有趣好玩受关注，
截至6月30日下午5点，互动数据3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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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来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榜单中，河南13人
和 1个群体上榜，其中 10
人是党员，占比76.9%。

连续六届全国道德
模范榜单中，河南18人上
榜，其中 9 人是党员，占
比50%。

党徽在身有责任

郑州海关人事教育处主任科员刘阳介
绍，他在19岁就入党了，是他们连队第一个
入党的人，当党徽戴上的那一刻，激动的心
情至今难忘，自豪感伴随至今。

“如今，我的党龄已经18年。”他说，“亮
出党徽，就是亮出信仰。18年过去了，我也
早已把党徽承载的责任感化做了日常行为，
时时严格要求自己。”

而河南省林业厅森林资源管理处副处
长李建华，则以党员职责守护着国家的青山
绿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一方面从机制上擎起“利剑”，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另一方面不断植绿护绿，持续
改善环境质量，厚植绿色发展优势。

山绿水清，少不了林业人的努力。李建
华说，作为一名党员就要把党徽常戴在身
上，这样才能有利于接受监督，时刻提醒自
己的党员身份，并且意味着担当在肩、责任
在身，鞭策自己努力把工作做好。

企业处处有党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苹果手机制造厂，富
士康郑州科技园被形象地称之为“苹果城”。

每天早晨，数十万工人陆续走进厂区，
开始一天的工作。高峰期，富士康新郑综保
区厂区、郑州出口加工区厂区、郑东新区白
沙厂区加在一起，约有34万名员工同时工
作。

这些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4岁，正值青
春年华，充满活力激情。怎么管理好他们，
是个难题，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用到的关键一
招是党建引领。

28岁的郑州富士康科技集团出口加工
区制造一处表面工厂企业文化组组长陈静，
2014年成为党员。这些年来，她都戴着党
徽工作。她介绍，工作中总会有员工好奇地
问她是党员吗？当听到肯定回答后，这些员
工就会追问在企业能入党吗？

“每当这时，我就给他们讲我的入党故
事，他们眼神里全是羡慕。”陈静说，到现在
为止，经她介绍入党的员工已有30多人。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依托“要把‘党的种
子’播撒到每一块空白区域”的理念，厂区已
经成了党员聚集地，目前园区有党支部145
个，正式党员1338人，入党积极分子400余
人。③7

“以站为家”的潘桦

在建党 97周年之际，奋战在各个岗位的共产党员们，用什么最能表现自己的身份和骄傲

呢？当然是党徽了。

“七一”到来，河南日报客户端记者走访企事业单位，听到了很多党员与党徽的故事，并于6月30

日早上推出了新媒体视频产品“豫见热点丨‘七一’建党节特别策划：真帅！这些佩戴党徽的人”。

有专业人士点评，
“‘豫见热点’越来越主
旋律了，活泼有加。这
才是新媒体产品展示
时政、经济、民生等话
题的正确打开方式，要
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
方式。”截至6月30日
下午4点，该期节目点
击量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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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

周 年，也是建党 97 周

年。此时此刻，放眼中国

大地，8900多万党员正

奋战在各个岗位。为迎

接党的生日，礼赞改革开

放 40周年，向奋战在工

作岗位上的党员们致敬，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特推

出大型策划报道《燃情七

月 我戴党徽我光荣》。

记者们深入到机关、

企事业单位、厂矿和街

头，采访平时佩戴党徽工

作、生活和出行的党员。

他们中有精益求精的大

国工匠，有默默无闻的社

区工作者。他们来自不

同的行业，但相同的是共

产党员的身份。

该策划报道文字版、

短视频新闻版、短视频抖

音版、交互H5、创意海报

等十多款产品一气呵成，

款款霸屏。

党徽是党员的身份

证，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

的党员是这个时代的一

道风景。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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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彦 王韵杰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河南日报客户端

河南 46人获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其中 32 人
是党员，占比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