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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9 月 19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三批国家
二级、三级博物馆名单，我省新增23
家国家二级、三级博物馆。目前，全
省共有国家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
53家，数量居全国前列。

今年上半年，中国博物馆协会
组织开展了第三批国家二级、三级
博 物 馆 定 级 评 估 评 审 和 复 核 工
作。此次评估，全国共评定国家二
级博物馆 97家，我省 14家入选，分
别为安阳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新郑市博物馆、平顶山

博物馆、信阳博物馆、周口市博物
馆、驻马店市博物馆、郑州二七纪
念馆、巩义市博物馆、洛阳龙门博
物馆、三门峡市博物馆、洛阳民俗
博物馆、洛阳匾额博物馆、鄂豫皖
革命纪念馆；评定全国国家三级博
物馆 86 家，其中河南 9 家，分别为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濮阳市博物
馆、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济
源市博物馆、新安县博物馆、方城
县博物馆、新县许世友将军纪念
馆、淮滨县淮河博物馆、洛阳隋唐
大运河博物馆。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9 月 19
日，2018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
会 开 幕 式 在 郑 州 市 郑 东 新 区 举
行。副省长徐光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徐光在致辞时说，近年来，河南
针对中心城市老城区以及县城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人居环
境差、千城一面、缺乏特色等突出问
题，启动实施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坚持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
城、以业兴城，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和

承载能力，实现了城镇化速度和质
量同步提升。他表示，河南将以大
会的举办为契机，借鉴先进城市的
经验，切实加强城市设计工作，全面
提升城市建设水平。

据悉，此次大会由河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中国建筑学会、郑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郑东新区管理委
员会承办，主题为“塑造新时代城市
特色风貌”。会议期间，来自国内外
的 150余位专家学者将围绕城市设
计展开深入研讨。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刘春香）
9月 19日，全国全域旅游信息系统
（中部地区）推进会暨河南省试点建
设观摩会在焦作云台山景区召开。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并讲话。

何金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年年
初，原国家旅游局在我省首发“旅游
扶贫地图”；8月，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中心在河南设立省级分中心，这是
文旅部对河南智慧旅游工作的肯
定。从旅游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态
势来看，我省有能力按照文旅部的

要求，高质量建设好全省智慧旅游
系统，给旅游业装上智慧大脑和科
技翅膀，加快推动全省旅游业转型
发展。

何金平说，智慧旅游建设是我
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着
力点和突破口。下一步，我们要抓
住全国全域旅游信息系统试点建设
的机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力争
在智慧旅游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
通过智慧旅游促进河南旅游业加快
转型发展。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魏
光威 成钰）9 月 18日，第六届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建七局杯砌筑
工决赛在郑州开幕。中华全国总工
会党组成员蔡振华、副省长霍金花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共设置钳工、焊工、数控加工中心
操作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网
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砌筑工 6个
决赛工种。其中，砌筑工工种为首
次在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设
立。

蔡振华说，本届大赛的主要目
的是为广大职工切磋技艺、交流技
术、提升技能、展现风采搭建平台，
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选拔优
秀技能人才。

霍金花说，大赛既是职工施展
本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是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的难得机会，更是提高
职工技能素质的重要举措。通过这
次大赛，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高
技能人才，广大职工个个争当高技
能人才。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9 月 17
日，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
高体健在郑州会见了美国得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癌症医院副院长
大卫·格柏博士一行。

高体健对大卫·格柏一行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省情。
他说，河南高度重视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2017年 2月，省委省政府
发布《“健康中原 2030”规划纲要》，
对全省肿瘤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
目前，河南正在加快推进六大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其中就包括以
河南省肿瘤医院为建设主体单位的
肿瘤医疗中心。希望能与得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在肿瘤防治的科
学研究、临床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尽快签署合作协议，
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和医疗技术造福
更多患者。

大卫·格柏说，他对河南在肿瘤
防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印象深刻，
期待双方能在科技研发、人才培养、
临床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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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主动对标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长治久安的期待目标，主
动对标法律政策的具体规定。要在

“六个持续用力”上下功夫，在提高
政治站位、落实政治责任、形成强大
合力上持续用力，在加强组织领导、
推进工作平衡发展上持续用力，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
上持续用力，在深挖排查问题线索、
精准全面扫除上持续用力，在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筑牢基础上
持续用力，在敢于担当作为、建立长
效机制上持续用力，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喻红秋表示，要突出责任落实，
层层传导压力，确保反馈问题迅速
整改到位；突出线索核查，完善线

索处置机制，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突出重点案件，提升办案质量和效
率，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突
出依法处置涉案资产，综合运用多
种手段，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突出深挖彻查“保护伞”，充分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彻查主责作
用，形成高压震慑氛围；突出典型
案例宣传，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
造扫黑除恶强大声势；突出基层组
织建设，配齐建强“两委”班子，铲
除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坚
决把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
深入。

会上，省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汇报了第二次对接会以
来河南省专项斗争进展情况。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9月 19日，秋雨中，李芳老师塑像
静静地坐落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原
信阳师范学校）新落成的桃李芳华园。

“为人师表大爱长存，百年传承师
魂永铸”的红色长联，与墙上镶嵌的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八个大字相
互辉映，庄严肃穆。

塑像周围，刚入学的新生们整齐列
队，缅怀英雄。2018级小学教育专业
四班班长王志方代表同学们庄严承诺：

“教书育人，我们誓做您的接班人！”

叫我如何不想她

退休十余年、年近七旬的袁守格
没有想到，那个曾在 33年前走近她，
和她相处了 3年的师范女生的突然离
去，会让她如此肝肠寸断。

“这么有爱的一个人，叫我怎能不
想她！”袁守格红着眼圈说。当过李芳
3年政治辅导员的袁守格回忆说，李芳
父亲去世得早，她们兄弟姐妹相互关
爱，比别人更知生活艰辛，也因此更有
爱心。开学没多久，李芳就经常带外
地同学到离校比较近的二姐家改善生
活。不管哪个学生遇到事，解难帮困
的总有李芳。

“李芳帮助同学的事，说不完道不
尽。”李芳先进事迹宣讲团成员、语言
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熊可书接过话茬
说。熊可书至今保存着李芳读师范时
的语文成绩册，学号为 9号的李芳，成
绩名列全班第四。

“她曾经是我们的学生，现在是我
们的榜样。”熊可书说，“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我们更要带头学习李芳‘坚守
初心、胸怀大爱’的无私精神。”

愿做薪火传人

9 月 14日，辅导员宗华获得了学
院举办的“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争做李
芳式好老师”演讲比赛第一名。

她无比感慨地说：“生命只有一

次，李芳老师却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她
的学生。这种无私大爱超越了骨肉亲
情！她用行动回答了共产党员的赤子
忠诚、人民教师的大爱担当！”

去年从专职讲师转岗辅导员的宗
华坦言，面对已经成人的大专学生，她
还感觉到工作有些吃力，可以想到，李
芳老师 29年如一日扎根乡村，陪伴一
群群不谙世事的孩童成长，要付出多
少努力。

李芳牺牲后，学院开展了“追思校
友、再铸师魂”一系列学习宣传活动。
通过召开校友追思会、“学英雄见行
动”主题班会、庆祝建党 97周年专题
党课、新学期开学典礼等各种形式，以
及创作排练歌曲《为人师表、大爱无
疆》《母校的呼唤》等，追思英雄、传颂
英雄、学习英雄。

9月8日，由学院教师子女、北京联
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武定宇创作的
李芳老师塑像《桃李芳华》隆重揭幕。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吴
正先说：“李芳老师用鲜血和生命为这

所百年老校书写了‘忠诚为民、爱生如
子’的崭新篇章。她是我们的骄傲，更
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扎根乡村有我们

李芳的英雄事迹传开后，学院
2016 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王丹和同
学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们来自乡村，乡村更需要我
们，乡村的孩子们在呼唤着我们！”在
周口农村长大的王丹说。

“我以前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识
太过肤浅。”王丹说，“是李芳老师让我
明白，还有像妈妈一样的好老师！”

王志方来自新蔡县农村，当过两年
兵的他，退役后选择继续他的学业，并
希望毕业后能像李芳一样扎根乡村。

王志方自豪地说：“我们为成为李
芳的校友而骄傲，但我们更骄傲的是
有机会承载起教师的时代重任，努力
做一个热爱教育、淡泊名利，执着于教
书育人、无私奉献的好老师。”③5

母校师生追思李芳老师：

我们誓做您的接班人

9月 17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入学新生集体到位于桃李芳华园的李芳老
师塑像前，深切缅怀李芳老师。⑨6 刘宏冰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9 月 19 日上午，英雄教师李芳
的母校——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原信
阳师范学校)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李
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这里举
行。

5名报告团成员从不同侧面，深
情讲述了李芳不忘初心践使命、大爱
无言铸师魂的感人故事。

“因为爱，她用生命践行千钧诺
言，铸就了一座巍峨的师德丰碑。”信
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
学教师、李芳生前同事张艳云敬佩地
说。

“李老师，当您倒下的那一刻，我
多么希望您能立刻站起来，拍拍身上
的土，摸摸我们的头说‘走，放学了，
我们回家’。”董家河中心校七年级学
生彭婧袆哭着说。

“李芳在同学们眼中是快乐的天
使。她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榜样。”
李芳就读原信阳师范学校时的老师
熊可书这样赞叹。

“每当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会打开
微信，重温与妈妈的聊天记录……”
这是李芳女儿代雨辰深情的讲述。

“就在出事前十分钟，李芳拨出
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和家长沟通一位
留守孩子的情况。”信阳广播电视台
记者王淑君流着泪说。

说者声泪俱下，听者无不动容，
宣讲一次次被掌声打断。

听完报告会，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 2016 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赵梓
杏告诉记者：“我们很多同学都希望
毕业后报考乡村特岗教师，立志做
一个像李芳老师一样扎根乡村的好
老师。”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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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言铸师魂
——李芳同志先进

事迹报告会速记

□本报记者 谭勇

9月中旬，京港澳高速驻信段迎来
一场降雨。设置在道路沿线的雨量监
测仪在第一时间对雨量进行了测量，发
送到了驻信段智能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的高速公路电子沙盘系
统将雨量信息与车流数据、道路地形数
据进行比对，迅速计算出降雨天气保通
重点路段，并以图像化的形式，显示在
电子沙盘上进行预警。监控人员迅速
调取预警路段的实时视频，及时通知
路产和养护部门赶赴保通重点路段。

从降雨开始，到保通人员出动，整
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在
沿线设置了气温、雨量、能见度、视频事
件分析等数据采集设备，在系统后台接
入了高德交通大数据、智能管控平台、
环境监控平台等多个平台的数据信
息。”京港澳高速信阳运维中心主任贺
龙飞介绍说。

近日，记者跟随省财政厅学习调研
组来到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调研时了解
到，京港澳高速驻信段建成了全国首个
智能管控类科技示范工程，开发并投入
使用了高速公路电子沙盘系统。除了
暴雨天气，该系统还能对雾霾、拥堵、事
故等情况进行监测，可充分运用大数据
科学分析预测车流通行情况，及时预警
突发情况，保障道路安全通行。

京港澳高速驻信段智能高速示范
工程，只是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大力开展

“智慧高速”建设的一个缩影。该集团
目前运营管理省内高速公路 3356.9公

里，占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的
51.5%，是全省最大的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企业。通过“智慧高速”建设，河南交
通投资集团将创新驱动的因子渗透到
了运营管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广泛应
用了“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支付”
等新技术，不仅使人们走得快，还使人
们走得畅通、行得舒心。

“您好！您可以选择现金交费，也
可以选用支付宝扫码交费。”9月 18日，
连霍高速惠济收费站收费窗口，收费员
小张告诉车主王师傅。王师傅拿出手
机打开支付宝，将付款二维码对准扫码
设备，收费亭窗口下方显示屏上随即显
示“正在支付……交费成功”，整个过程
仅用了6秒。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与支付宝、微信
等支付平台合作，目前所辖收费站通行
费扫码支付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到位，正
在逐步启用。此外，车主还可通过支付
宝开启“车牌付”服务，将车牌、驾照信
息与支付宝绑定，经过收费站时，识别
车牌即可完成无感支付，实现不停车移
动支付。今年年底前，该集团还将增加
93条ETC车道。ETC、支付宝、微信等

支付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交费
选择，不用带现金也能跑遍高速公路。

针对机场高速郑州南站车流量大
易引起交通拥堵的情况，河南交通投
资集团在全省首创了单岛多亭收费新
模式。郑州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一
般的收费站都是一条车道一个收费
亭，而这个站有的车道上设了几个收
费亭，可以同时收费，一下能过好几辆
车，比以前快多了。”机场高速郑州南
站收费站站长林向阳介绍：“我们在两
条车道安全岛上纵向安装了四个收费
亭，根据实际车流量开启收费亭，通行
效率可提高近两倍。”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深入践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作为省属功能类国有企业，集团将按照
省财政厅‘聚焦主业，发挥职能作用’要
求，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方向，围绕建
设‘交通强省’和做强做优做大，全力推
进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为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撑，为人民群
众提供畅通便捷的通行环境。”河南交
通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程日盛表
示。③6

深入学习调研
聚力中原出彩

“智慧高速”让通行更便捷
通过“智慧高速”建设，河

南交通投资集团将创新驱动

的因子渗透到了运营管理的

每一个神经末梢，广泛应用了

“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支

付”等新技术，不仅使人们走

得快，还使人们走得畅通、行

得舒心。

9 月 18 日，中航锂
电（洛阳）有限公司自动
化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检
查设备运转情况。该公
司是国内领先的锂离子
动力电池专业制造公司，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车
辆、轨道交通、通信基站、
无人机等领域。公司建
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承担了3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和 6 项 国 家
863计划，获得各类授权
专利350余项。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三次边督边改对接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