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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十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扫黑除恶进行时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记者 刘一宁

9月 14日，临颍县固厢乡北七里头
村71岁的谷鹏程跟往常一样，一大早就
来到家门口附近的谷迁乔烈士纪念馆。

“谷迁乔是我爷爷，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我
仍要在这里守护他。”谷鹏程一边说，一边
熟练地拿起抹布打扫起馆内的卫生。

1902 年 ，谷 迁 乔 出 生 于 七 里 头
村。学生时代的他，先后在临颍县书院
高等小学、许昌省立第十四中学、开封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校
学习期间，谷迁乔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教
育，积极参加为声援省港大罢工而举行
的游行示威和募捐活动。在轰轰烈烈
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受到革命熏陶和
锻炼，于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 6月，国民革命二次北伐临
颍大捷后，临颍县的革命运动走向高
潮。谷迁乔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
展党的工作，他与中共临颍支部的韩光
甫、周仿溪等一起，在进步师生中秘密
发展共产党员。同年 8月，中共临颍县
委成立，谷迁乔当选为书记。在县委领
导下，临颍县建立了农村党支部、农民

协会及拥有 1100多人的农民武装“敢
死队”，很快成为豫中农运中心。

1928年 5月，中共豫中特委在漯河
成立，谷迁乔被调任特委书记。同年
秋，他奉命调往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委
秘书长。1930年 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
复河南省委组织，谷迁乔继续任省委秘
书长，后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同年
10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

1931年 1月，由于河南党组织与上
级领导机关中断联系，谷迁乔代表中共
河南省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随
后，他带着党中央拨给的活动经费返回
开封，解了燃眉之急。就在他等待省委
分配新的工作任务时，敌人在旅馆盘查
户口时逮捕了他。

在狱中，谷迁乔用“难友会”的名义
坚持斗争，成立了党团干事会，担任党
团书记，并组织难友准备越狱。1932
年 7月，谷迁乔被叛徒出卖。尽管敌人
使用各种酷刑，他都严守党的机密，拒
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任何问题。8月 20
日，他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吉国桢等一
起英勇就义，时年30岁。

忠魂励后世，沃土花更红。“谷迁乔
是第一任中共临颍县委书记，虽然他牺
牲了，但他的精神已经穿越时空永存临
颍人民心中。”临颍县史志档案局的李
慧阁说。③6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记者 9月
15日从开封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获
悉，全国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开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
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充分发
挥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作用，政法部
门主动出击，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全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

截至目前，全市共立案侦办涉黑
组织 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20个，涉
恶团伙 9 个；查实“保护伞”案件 14
件，已给予 12人党纪政务处分，8人
被移送司法机关；查封、扣押涉案资
产2.16亿元。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开封市委、
市政府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市委常委会会议先后 6次
听取专题汇报，安排部署扫黑除恶工
作，并迅速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
门办公室，充实了工作力量，制定工作
方案。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党政领导
带案督导制度，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
长分别到分包县区，就重点案件开展
调研督办，形成了齐抓共管、聚力攻坚
的浓厚氛围，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全力
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专项斗争
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采取广泛宣传和
集中宣传等方式，宣传发布扫黑除恶
有关知识、举报方式、奖励办法、扫黑
除恶标语和典型案例，全市印发悬挂

宣传制品 100 余万份（张），组织“扫
黑除恶宣传十进”活动，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起到了良好宣传效果。

依法严惩成效初显。政法机关
发挥主力军作用，坚持重拳出击，露
头就打，除恶务尽，全市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市
侦破案件 859起，刑拘 1889人，批捕
831人，公诉 635人，判决 439人。办
理党员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案件 14件，已给予 12人党纪政务处
分，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广大人民群
众拍手称快。

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全市政法
机关强化协作配合，加强沟通协作，
通过组织培训、印制办案指南，召开
会商会、研判会，对重点案件督办、挂
牌等方式，强力推进办案进度，提升

了办案质效。市直扫黑除恶成员单
位主动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的监管和排查整治，整治了
一批乱点，摸排了一批有价值线索，
为专项斗争开展凝聚了强大合力。

边扫边建源头治理。开封市结
合村（社区）“两委”换届，对 144个软
弱涣散村进行了及时整顿。换届期
间，严格联审把关候选人，取消 145
名初步人选候选资格。换届结束后，
又组织开展“两委”换届质量“回头
看”和“后评估”活动，巩固换届成果。

压实责任确保落实。一是完善
工作推进机制；二是强化督导检查；
三是建立考核机制，严格兑现奖惩，
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4个区和 5个单
位进行挂牌整治，约谈相关负责人27
人。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我
省建设中医骨伤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又有新动作！9月 19日，洛阳市政府与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省中医药管理
局、洛阳正骨医院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共建河南中医药大学洛阳平乐正骨
学院，旨在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快
培养中医药人才，推动中医骨伤科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据了解，作为宝贵的特色中医资源，
“平乐正骨”起源于洛阳，已成功入选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为推进健康中原建设，提出
了打造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目标，
其中之一，就是以洛阳正骨医院为主体，
建设中医骨伤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此次各方参与共建河南中医药大学
洛阳平乐正骨学院，将充分发挥洛阳“平
乐正骨”的资源优势和河南中医药大学
的教科研优势，加快推进中医骨伤科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向世界传播洛阳
独特的中医骨伤疗法及中医药文化。

根据协议，各方将秉持资源共享、
注重实效、互惠共赢的合作原则，共享
中医骨伤科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
教学设施、教学仪器设备、教学管理等
资源，通过合作办学进一步增强河南中
医药大学的综合实力，促进洛阳“平乐
正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实现
我省中医骨伤科人才培养规模扩大、层
次提升，加快中医骨伤科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③8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卢松
本报通讯员 王新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与时俱
进、探索实践、创新发展，发挥了从严治
党的“利剑”作用。而这背后是一批又
一批巡视人的默默坚守和执着推动。

在十届省委第四轮巡视的巡视队
伍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名
字：万里光、王尚胜、许兆儒、米剑峰、
高颖照……作为巡视监督的“老兵”，
每当省委巡视的“集结号”吹响，他们
都会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善于担当的
智慧、老而弥坚的作风冲锋在前，带领
队伍踏上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征程。

走向征点，回望起点
想一想初心和使命仍在否？

8 月初，省委第七巡视组在巡视
中发现，汝阳县有个驻村第一书记竟
然长期不在岗，还有一个村的驻村第
一书记更换频繁。

“扶贫领域中存在的作风不实、
弄虚作假等问题，如不严肃处理，怎
么能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省委第
七巡视组组长许兆儒立即约谈汝阳
县委主要负责人，发出立行立改通知

书，责令县委县政府作出严肃处理。
今年 59岁的许兆儒，从 2004年

省委巡视工作办公室成立就一直“战
斗”在巡视工作第一线，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巡视“老兵”。

“别看许组长快 60岁的人了，精
神头可不输年轻人。”9月 17日，嵩县
县委巡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轮
巡视的40天时间，许兆儒把嵩县的十
几个乡镇跑遍了，最远的村子需要三
四个小时才能走到，有的地方路不
好，只能步行进村。

“要当好巡视监督的‘守更人’，必
须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践行
忠诚干净担当的庄严承诺，切实肩负
起巡视监督的神圣职责。”许兆儒说。

终场哨声不响，冲锋子弹不退膛
摸一摸胸膛是否依然滚烫？

鲁山县尧山镇营盘沟村是省定
贫困村，村里有39户 100人今年年底
要脱贫，这其中有25户是易地搬迁扶
贫对象。“老赵，以后你就住在这样的
房子里，满意吗？”在营盘沟村的异地
搬迁扶贫安置点工地，看着即将竣工
的两栋五层楼，省委第四巡视组组长
万里光问村里的贫困户赵文平。

“满意得很。以前住在深山里，
孩子上学、卖个山货、看个病都不方
便，以后我的板栗再也不愁卖个好价
钱了。”67岁的赵文平笑得合不拢嘴。

8月 10 日，顶着烈日，年逾花甲
的万里光走了两个贫困村、走访了 4
户贫困户，看产业、问措施、促保障。

“这次巡视是扶贫领域的专项巡
视，不到贫困村里、贫困户家里看一
看，我放心不下啊。”万里光说，巡视干
部肩负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使命，
必须做党的忠诚卫士，保持巡视人的
政治本色和精神追求，须臾不敢懈怠。

在十届省委巡视队伍中，和万里
光一样，米剑峰、高颖照等都是“老资
格”的巡视组长，面对省委重托，他们
依然精神饱满，充满斗志，像战场上冲
锋的战士，永远保持着滚烫的爱岗敬
业之心。

巡视生涯不终止，手中利剑不入库
闻一闻身上是否还有硝烟味？

今年63岁的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

王尚胜，是这次参加巡视的人员中年
龄最大的。“今年年底我就退休了，但
越是这样，越是不能辜负省委的重托
和信任，一定要把最后一班岗站好。”

“这次巡视进驻之前，他才刚刚
做了手术。在医院只躺一个多星期
就出院了。”省委第五巡视组正处级
巡视专员郑龙说。巡视组人员大部
分是第一次参加巡视，王尚胜就利
用晚上为“巡视新兵”上课，面对面
讲巡视纪律，手把手教巡视技巧。

“绝不允许接受任何形式的宴
请、绝不允许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
绝不允许有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绝
不允许有泄露巡视秘密的行为。”这
是王尚胜对巡视组成员要求的“四个
绝不允许”，也是他十几年巡视工作
的真实写照。

巡视生涯不终止，手中利剑不入
库。王尚胜表示，作为巡视干部，对
党绝对忠诚是第一要求，要牢记党和
人民所赋予的职责，主动作为，勤勉
尽责，让身上永远保持着巡视监督工
作的“硝烟味”。③9

谷迁乔：碧血丹心照古今

河南中医药大学将建洛阳平乐正骨学院
助推中医骨伤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征途不老
——几名巡视“老兵”的精神追求

开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

（上接第一版）
此次活动不仅有古诗歌、古典舞等

美轮美奂的传统艺术演出和刀切龙须
面、软熘鱼、反手包包子等令人叹为观止
的豫菜技术表演，而且还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知名文化学者围绕不同菜系、从不
同方面探讨中国餐饮业发展趋势、研究

“中国菜”发展方向的主题演讲。这些丰
富生动的表现形式，在充分展现“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同时，
也必将进一步将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中国菜——全
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名录》，
包含 34个地域菜系的 340道地域经典
名菜以及开国第一宴、满汉全席、孔府
宴、G20国宴、红楼宴、洛阳水席等 273
席全国各地的主题名宴。这340道经典
名菜和273席主题名宴，不仅是中华美
食作品库，也是一套完整的中国美食理
论表达，是世界认识中国菜的有效途径，
更是美食爱好者的“导航仪”，体现了中
国餐饮行业的软实力，并将有助于引领
全国餐饮行业在新时代健康有序发展。

促进中国菜系融合发展

网络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使“地球
村”的概念兴起，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
国之间的交流都变得愈加自由和频
繁。各地的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开
始相互渗透、融合。与此息息相关的
是，消费者在饮食上也不再满足于某个
地方、某种派别的单一口味，而是逐渐
呈现出国际化的倾向。饮食的商业化、
市场化制造了菜系，同时也在泯灭菜系
之间的界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
有系统地整合各地、各种菜系派别的长
处，扬长避短，兼收并蓄，才是“中国菜”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此次活动，来自中国各地的 34个
菜系不再把眼光局限在本省本地，而是
打破界限，置身“中国菜”的大环境中，
以更加开阔和长远的眼光，互通有无，
相互借鉴，兼收并蓄，推动不同地域、不
同口味的传统烹饪技术同人们的现代
生活完美融合，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
求，推动中国餐饮文化走向世界，共同
创造中国餐饮的时代辉煌。

推动中华美食融入“一带
一路”，加快推动中餐“走出去”

改革开放开启了古老中国融入世
界的新征程，“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中

国对接世界的新契机，打开了全球
华夏儿女的“筑梦空间”。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当今世
界，尤其是国外的民间大众对中国的
认知和了解还远远不够。而历史悠
久、颇具特色的中国饮食文化历经五
千年的雕琢，蜚声海内外，在世界享
有很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不仅是中
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更
是向世界尤其是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可以
说，中国菜就是向全球传播中国文化
的“轻骑兵”。所以，此次活动不仅首
次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省籍地域经
典名菜名宴和中华源远流长的饮食
文化，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更
接地气的常态化、长效性窗口。

6 地市百姓足不出户
尝遍中华美味

此次交流活动，河南 6 地市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品尝到340道来自
全国各地的正宗名菜，真正实现“足
不出户”吃遍天南海北、尝遍中华美
味，在全国尚属首例。

继《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
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名录》首次向世
界发布后，9月 11日至 12日，来自
全国（含港澳台）34 个地区的“厨
神”代表团，先后深入河南历史文化
名城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
鹤壁等地，走进河南饭店、府苑、邓
记、萧记、鲁班张、特味村、裕丰源、
大宋餐饮、解家老家河南菜、小南国
等数百家知名餐饮企业，开展主题
为“中国菜中原千年首秀”的对接观
摩交流活动。活动现场，“厨神”们
进行了菜品展示、技艺切磋、滋味碰
撞、名城观摩和文化交流，掀起了弘
扬、传承、发展中国地域饮食文化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高潮。

此次交流活动，不仅为河南餐
饮界学习精湛厨艺、激发创作灵感提
供了良好机遇，而且还将进一步推动
全国34个菜系扬长避短、兼收并蓄、
融合发展，促进中华餐饮文化在弘扬
中不断传承、创新和升华，从而不断
开创中国餐饮业“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的大发展、大繁荣辉煌局面。③6

河南是中国烹饪文明的
主要发祥地

河南自古就有“天地之中、九州之
原”的美誉，交通发达，承东启西、连南贯
北，区位优势明显。在中华五千年的灿
烂文明中，河南有三千年是全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八大古都有四个在
河南。凭借多代王朝都城的优势，兼收
历代宫廷、地方、民族餐饮文化之精华，
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河南餐饮文化。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师——商王
朝开国宰相伊尹，被誉为厨师鼻祖。以
夏启的钧台之享、伊尹理论、司母戊大
方鼎等为代表的发达的商代烹饪文明
确立了中国烹饪、中国菜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河南就是中国烹饪文明的主要
发祥地。在郑州举办这次活动，体现了
对中国菜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对接，是
中华菜系的回归、整合，也是新生，亦是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迁北移千年
后四方风味再次聚首发祥地。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餐饮大省

近年来，河南大力支持餐饮业发
展，“豫菜”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机
遇。全省现有 22万家餐饮企业，从业
人员 500万以上。培育餐饮业国家驰
名商标 3个，中华餐饮名店 84家，中华
老字号 16家，河南老字号 105家，豫菜
品牌示范店 248家。2017年餐饮业销

售额2773.41亿元，同比增长12.5%，比
1998 年的 177.1 亿元增长了近 16 倍，
总量居全国第四位、中西部第一位。

2018 年上半年，河南省餐饮业销
售额1448.78亿元，同比增长12.2%，高
出全国 2.3个百分点，为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
出了积极贡献。

从“大粮仓”“大厨房”到
“大餐桌”

河南被称为“大粮仓”。多年来，河
南粮食产量从 800 亿斤、900 亿斤、
1000 亿斤、1100 亿斤，一路跨越到了
1200亿斤。河南用全国 1/16的土地，
生产了全国 1/10的粮食、1/4的口粮，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粮仓”。

河南被称为“大厨房”。全国市场
上，方便面有1/3来自河南，水饺有7/10
来自河南，火腿肠有1/2来自河南，1/4
的馒头河南产，河南成为全国第一粮食
转化加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省、第一肉
牛大省。放眼全国，几乎每地都有河南
农产品的半成品、成品供大家享用。

河南被称为“大餐桌”。双汇、思
念、三全的产品畅销全国，确保国人即
时享受“舌尖美味”。

河南造“商务餐桌”也突飞猛进。
在河南省商务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
河南一些食品企业，通过“中央厨房+自
动售货机”，创造了O2O快餐模式，在郑
州、上海、天津等地的商务楼、写字楼进
行售卖，深受消费者欢迎。不仅如此，
河南还建设了“太空餐桌”，一些食品企
业连续多年为宇航员提供太空食品，有
38种食品成为航天员的美味佳肴。

面对未来，河南还积极创新餐桌模
式，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依据个人身
体指标和饮食特点，量身定制个性套
餐，打造绿色环保的质量体系，使营养
结构更科学、更健康。

河南是中华餐饮“走出
去”的最佳支点

9月 11日，裕丰源烩面接待了多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代表团，同时，也
收到了一份令人激动的邀请——参加
2018中秋国庆港澳河南籍同乡联谊会。

“意外之喜，我们接待了来自香港

的餐饮代表团，香港同行们对河南烩面
赞不绝口，同时也得到了这份邀请。”裕
丰源董事长王伟告诉记者。

据王伟介绍，他们将于近日赴港，
同香港餐饮业同行交流经验，推广豫
菜，展示河南名吃烩面，并现场为300名
嘉宾做烩面，让与会嘉宾亲身感受豫菜
魅力。“功夫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化名
片’，我觉得‘中国菜’同样可以承担这
一使命，而且更具体、让人感受更深
切。”对于此次赴港推广豫菜，王伟还有
更深的认知。

新时代的河南，积极对外开放，形
成了海、陆、空、网“四位一体”的物流通
道体系，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中转
站。河南已经同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127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河南落户。

随着郑卢“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
推进和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河南“空中
丝路、陆上丝路、网上丝路、海上丝路”
四路并举的新格局已经形成，河南从内
陆大省变为开放前沿，同世界越来越紧
密地联接，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互利、共
赢和发展。

河南的省会郑州作为内陆城市，不
沿边、不靠海，近年来大力实施开放带
动战略，建成了航空、铁路两个国家一
类口岸和肉类、汽车、水果等 8个功能
性口岸，居全国内陆城市首位；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开通国内外航线186条，航
线覆盖除非洲之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年货邮吞吐量超 50万吨，跻身世界 50
强；高速铁路建设快速推进，“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加快形成，高速公路、国省
干道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河南省
还大力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
快推进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州片区建设，加速国际贸易便利化，推
动跨境电子商务大发展。

作为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
流通道枢纽，河南郑州跨境电子商务取
得了飞速发展，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以

“买全球，卖全球”。此次活动在河南举
办，必将让全世界钟爱中华餐饮人士对
河南有更多了解，成为深度宣传河南的
一个窗口。

同时，河南作为中国烹饪文明的主
要发祥地，主办方这样安排，体现了对
中国菜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对接，是回
归、是整合，也是新生，亦是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南迁北移千年后四方风味再
次聚首发祥地，必将有力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扩大中华餐饮文化国际影响力，加
快推动“中国菜”走出去步伐。③6

“中国菜”在河南开启“新时代”
新闻分析

“中国菜”为什么在河南发布？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在 9月 9日的欢迎晚宴上，借用了《诗经·
小雅·鹿鸣》的一句话，表达了全省人民对举办此次活动的热情和对来自

全国各地嘉宾的欢迎之情：“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当然，除了主

人的殷殷之情，大会选在河南举办，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