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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 天1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代小
龙 李闯）9月 25日晚 7点，舞钢市武
功乡滚河孙村，崭新的电杆有序竖立，
一盏盏路灯光亮照人。和着轻快的舞
曲，村民李大娘正在亮堂堂的广场上
翩翩起舞，“这在几十年前根本不敢
想，那时天一擦黑，整个村庄都静悄悄
的，大家都盼着能早点通电。”她说。

改革开放之初，滚河孙村村民还
普遍用煤油灯照明。如今，家家户户

都用上了空调、洗衣机、电饭煲。前
两年村里通了“动力电”，头脑活泛的
村民又搞起养殖业、建了工厂，日子
一片红火。李大娘由衷地说，现在的
电是“幸福电”“致富电”。

40 年改革开放，我国各项事业
突飞猛进。河南电网也进入了“换挡
提速”新阶段，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 26日，
记者从许昌市扫黑办获悉，自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许昌市共侦办
涉黑恶团伙案件 33起，其中黑社会性
质组织 3起，89.8%的群众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成效感到满意。今年前 8个

月许昌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6.02%，
上半年群众安全感指数达94.3%。

许昌市委、市政府切实加强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组织领导，先后召
开 7次市委书记专题会、7次市委常委
会会议，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全
面部署。对县、乡、村三级干部进行层
层谈话，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特
别是强化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的责任。针对

中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反馈的问题
和自查发现的问题，认真剖析根源，制
定“四清单一台账”：问题清单、任务清
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工作台
账，要求相关单位负责人抓好问题整
改工作，问题不整改不放过、整改不到
位不放过。

许昌市财政部门拨付专项资金
1000万元，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顺
利开展。（下转第五版）

从盼电缺电到“幸福电”“致富电”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重拳出击 除恶务尽

许昌：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仗

本报讯（记者 屈芳）9 月 26 日上
午，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专题听取 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
办理情况汇报，强调要贯彻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办好重点
民生实事，向人民群众交上满意答卷。

省发展改革委作了汇报，有关部
门作了补充发言。会议指出，办好民
生实事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要求，
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人民政
府的应尽之责。办好 2018 年确定的
12件重点民生实事是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将重点民生实事办理作为检验是不
是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负责、为人民
办事的客观标准，真正把实事办好、把
好事办实。

会议强调，12件重点民生实事惠
及面宽、投资量大、可考性强。从前段
办理情况看，领导重视、配合密切、总
体进展顺利，但也存在工作推进不平
衡、有的进度不同步、承办责任不落实
等问题。离年底还有三个月时间，必
须加压奋进、落实责任、保证标准、务

求实效，确保重点民生实事任务圆满
完成。

会议指出，要紧盯目标、加强统筹
协调，无论什么情况、遇到多大困难，都
要坚定不移如期办好重点民生实事，不
打折扣、不讲价钱。要密切配合、落实主
体责任，相关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既要
明确分工又要协同推进，共同将主体责
任承担好、落实好。要精心办好、保证质
量标准，既要保证进度，更要讲究质量、
提高标准、严格验收，决不能敷衍塞责。
要务求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引入群众参

与、社会评价的考核机制，始终将重点民
生实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公众视野之
中，以百姓认可、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会议还就安全生产、经济工作、改
革开放、百城提质等方面近期重点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要科学谋划、
统筹推进、弹好钢琴，扎实有效做好各
项工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
长戴柏华、何金平、刘伟、霍金花，秘书
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3

本报讯（记者 刘勰）9 月 26日，
全省宪法学习宣传实施专项督察暨

“七五”普法中期检查动员电视电话
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喻红秋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宪法
学习宣传实施及普法各项工作，以实

际行动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
严、保障宪法实施，扎实推进全面依
法治省，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喻红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
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把学习宣传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突出位置。省委紧跟习近平
总书记步伐，（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电视台建台
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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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红秋在全省宪法学习宣传实施专项督察暨
“七五”普法中期检查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提高站位 抓住重点 务求实效
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018 年 8 月 28 日，中央扫黑
除恶第 6督导组进驻河南省，主要
受理河南省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

●进驻时间：
8月28日至9月27日

●举报电话：
0371—65603933
每天受理时间为8:00-20:00

●举报信箱：
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公告

□本报记者 董林 柯杨 胡巨成

题记：
把花给你，把叶给你

把心给你，把爱给你

把青春给你，把未来给你

把生命给你，把希望给你

一切都给你

——一首关于李芳的小诗

引子

杜鹃花开，漫山映红。
春末夏初，是大别山最壮美的时

节。石头缝、河道边、路两侧，映山红
生长着、盛开着，恣意顽强，灿若云
霞，用全部力气扮美这块红色的土
地。

映山红的气息，总能激发人们对
生命的热爱，总能勾起人们对英雄故
事的回忆。

红土地上的映山红啊，
你是一朵平凡的花，
更是一抹壮丽的红！
……
雨丝，飘落在一棵棵冠盖如云的

香樟树上。重重碧绿中，间杂着几片
被凉意催成微红的老叶。

信阳的秋天，便从这树梢上长了
出来。

平 桥 区 信 阳 供 电 公 司 华 星 小
区。6号楼的一户人家里，代雨辰拿
起妈妈的遗像，用软布轻轻擦拭着。

看着黑白照片上那张亲切的笑
脸，她低着头，轻轻说着。絮絮的声
音，从繁茂苍郁的香樟叶间透了出
来。

“妈妈，我又梦见你了，你喊着我
的小名‘晶晶’‘晶晶’。”

“梦里，还是每个周末家里常见
的样子：你系着围裙正炒菜，爸爸吭
哧吭哧拖地板，我呢，在阳台上晾衣
服。咱们仨说着二姨家好玩的事，都
哈哈笑了。”

“我通过了信阳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的考试。你和爸爸最想看到我

认真工作的模样。可是我再也没有
报答你的机会了！”

“你一直想去云南看看，说这个
暑假一定带我去。上周我带着你的
心愿去了那里，拿你的手机拍了好多
美景，你看到了吗？”

“你种的君子兰我擦了叶片，吊
兰的枝蔓已经拖到了地上。十几盆
多肉植物我怕养不好，分送给像你一
样爱花的亲戚朋友了，你不会怪我
吧？”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爸爸。像
你那样一天三遍叮嘱他，少抽烟，更
不许偷偷喝酒。”

“想你的时候，我一遍遍翻看你
的手机，翻看你的微信，可是你再也
不会跟我说话了！小时候你给我唱
的歌里说，‘儿想娘，扁担长；娘想儿，
路来长’，你在的时候，我哪里能体会
到这些呢？”

代雨辰念叨的妈妈，是信阳市浉
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的语
文教师。她的名字叫李芳。

三个多月前，面对一辆失控冲来
的车辆，李芳用血肉之躯，为学生撑
起生的希望，以身殉职。

“全国优秀教师”“2018年最美教
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社会各界的赞誉
纷至沓来。四面八方的注目礼，像绵
绵不绝的雨丝，浸润着她工作生活的
中原大地。人们为一名好老师的离
去痛惜不已，也为一位英雄的离去扼
腕落泪。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

生死两秒钟

一个人的能量有多小？小到不
过浩瀚天河中的一点星光。

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大到
能用血肉之躯抵挡千钧。

空山新雨后。浉河区董家河镇。

“四望红土地，万亩绿茶园”。小
镇背倚的四望山，是著名的革命遗
迹。1927 年，这里爆发“四望山起
义”，创建了纵横数百里的红色根据
地，素有“红透了的四望山”之称。50
公里外，就是当年的鄂豫皖苏区首府
所在地，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
二十八军，三支主力红军都诞生在这
里。这块红色的土地和它孕育的映
山红一样，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
名。

浴血奋战、铁马金戈，换来了平
静幸福的生活。如今，小镇挟大别山
余脉的起伏山势，拥南湾湖澄澈的千
顷碧水，默默奉献着品质最优的信阳
毛尖，清新素雅得仿佛一幅水墨画。

时针拨回到 2018 年 6 月 11 日，
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

下午5时 30分，清脆的放学铃声
响了，绿之风希望小学的学生们在老
师引导下，集合列队，准备回家。

出校门向东走50米，就是环湖路
与信随公路的交叉口。两条路，一条
北高南低，一条西高东低。

校门外，站满了等待接孩子的家
长。大人从老师手中接过一双双稚
嫩的小手。金灿灿的夕阳下，回家的
影子拖得很长。

5时 50 分许，李芳和同事一起，
护送一队学生来到了交叉口，由西往
东正在过马路。

就在这时，危险逼近了！
一辆装有 800 多斤西瓜的三轮

摩托车，因严重超载，刹车失灵，沿着
四五百米长的坡道，从北往南俯冲下
来。

车速越来越快，像一只张着血盆
大口的猛兽，眨眼间就冲到了他们面
前！

人们吓傻了。
车辆从身前20厘米处擦过去，刚

刚接上女儿的杨国应被钉在原地。
十字路口东南角小烟酒店的老板叶
青张大了嘴，一声“啊”却没有发出
来。

时间定格，呼吸停顿，连空气都
凝固了。

“有车！快走！”只听李芳大喊一
声，刹那间，她将面前的4个孩子奋力
一把推了出去。如同护雏的母鸡，她
两手张开，迎着北方，挡在碾压过来
的车辆和孩子们中间。

柔弱的身躯化成了一座青山，镇
住了猛兽。

电光石火间，她被重重撞上，向
南飞出去十二三米后，后脑勺朝下，
倒地。车辆的冲势得到了缓解，继续
冲出百十米后侧翻，终于停了下来。

生与死，只有一步之遥。
从看到肇事车到做出反应，留给

她的时间有两秒钟。
这两秒钟，足够她跨上一米开外

的路沿，足够她躲开死神，确保安全。
然而，她本能地，毫不犹豫地，把

生的希望给了学生！
穿着碎花上衣的山乡女教师，倒

在了这片养育她49年的土地上。
“当啷”，腕间戴了20年的和田碧

玉镯，跌落的那一刻发出一声脆响，
摔成几节。

那一声脆响，把停下的世界唤醒
了。

杨国应回过神来，把女儿往路边
一抱，边冲过去边拨打 110。叶青三
步并做两步，跑向倒在地上的孩子和
大人。路口指挥学生过马路的值班
老师陈燕、张勇，带队的老师张静等
拥上来，检查李芳和孩子们的伤势，
拦住路边一辆面包车，以最快的速度
送师生五人去医院。

20多公里外，几片浓重的云彩掠
过，李芳在市区工作的丈夫代业明感
觉，天似乎暗了。

下午6时 30分左右，浉河区教体
局局长殷世明等人，在距离学校最近
的 154医院等到了面包车。4名学生
一人头上破了口，另外两人轻微擦
伤，还有一名学生毫发无损。

这么严重的事故，孩子们的伤情
比想象得轻！殷世明悬着的心放下
了一半，赶紧去看李芳。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芳：
(下转第二版）

岭上开遍呦岭上开遍呦，，映山红映山红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刘勰

9月 26日上午，省委书记王国生在没打招呼的情况
下，来到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政府院里。听说乡党
委政府正在研究脱贫攻坚工作，王国生说，走，我也去听
听。

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坐了 20多个人，
他们是乡党政班子成员、几个工作片区抓扶贫工作的负
责人和乡扶贫办同志，桌子上摊放着正在讨论的《桥北乡
脱贫攻坚百天行动方案》。

王国生和大家一一握手，现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全乡有多少贫困户？多少贫困人口？”王国生问。
“有456户，1841人。”乡党委书记王丁丁随即答道。
“还有多少人没有脱贫？”
“还有小张庄村、尤拐村两个村没脱贫，总共239户，

745人。”
“乡里有多少个村？换届后有多少个新任的支部书

记？工作状态怎么样？”王国生接着问。
“全乡21个行政村，新任支部书记15人。大家工作

积极性都很高，只是有的刚上来经验还不是很足，乡里正
加强这方面的培训指导。”

王国生边听边记，转身问一旁的乡长辛晓川：“你们
对乡村振兴是怎么谋划推进的？”

辛晓川说，桥北乡是新乡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示
范点，主要是发展高效农业，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目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有一定难度，但我们有信心，因
地制宜抓好政策落实，通过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

“昨天的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听了吧，有
什么感觉？”

“说老实话，听后压力很大。”辛晓川说，“昨天会上
点的问题，有些在我们这儿也存在，省里看得很准，提的
要求也很明确。”

“你分管什么任务？”王国生问坐在一旁的示范区管
委会副主任韩斌。当得知他今天来桥北乡调研危房改造
情况、也临机列席乡党政班子工作会时，王国生说，各级
干部都要多沉下去摸实情，使政策措施接地气、能管用。

“对照问题，我们要像省里要求的那样，一竿子插到
底，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紧盯识别率、退出率和
群众满意度，突出抓好扶贫产业基地，明责任、强督导，逐
村逐户逐人抓落实。”王丁丁说。

“抓工作，就要一竿子插到底。”王国生说，“你们贯彻
昨天省委召开的脱贫攻坚会议精神比较主动，但要避免
大而化之，要把问题找准，把原因分析透，有针对性地去
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十分重视，我们一定
要把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广大农民的亲切关怀传递下去，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对农村的真挚热爱、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抓好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把工作
切实做到群众心坎上。”

王国生对大家说，中央精神和省里部署最终要靠基层来落实。基层任
务很重，基层干部很辛苦，做基层工作也很光荣。基层抓好了，基础夯实
了，人心凝聚了，全省工作就有了坚实支撑，我们心中就有了底气，不仅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能做好，其他工作也能做好，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就一
定能实现。

“我就不打断你们的工作了，下次再到村里看看。”王国生与大家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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