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高会鹏

金秋时节，虽天气渐凉，可在“豫
东粮仓”商丘这片金黄的土地上，随着
庄稼的陆续收获，农民日益忙碌起来，
农村日渐沸腾起来。

9 月 26 日 19 时许，夜色降临，宁
陵县张弓镇管庄村灯火通明，在两排
整齐路灯的照耀下，进村水泥路两旁
的柳树犹如列队的士兵，迎着来客直
通村文化广场。

管庄是贫困村，文化广场是 2016
年全县推进贫困村九大基础设施建设
时建成的。平时，广场是管庄及周边
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农忙时节就
成了农民晾晒庄稼的场地。

刚吃过晚饭，李玉章和妻子就来
到村文化广场。四个大探照灯将广场
照得亮如白昼，金灿灿的玉米堆旁边，
还有一些玉米没有剥皮，他们立即忙
活起来。李玉章今年 50 岁，家有 3.6
亩地，今年他家玉米浇水两遍，他盘算
着，每亩将有 500公斤的收成。拿着
一个刚剥好的玉米，李玉章对妻子说：

“剩下这些我自己剥，你去跳会儿广场
舞吧。”顺着李玉章的目光，广场东侧
已是一片热闹，七八个妇女正跟着动
感的音乐起舞。这是管庄村的广场舞
队，每晚开跳雷打不动。

而此时，管庄东北角 800 平方米
的扶贫车间里仍灯火通明。66岁的朱
爱芝老人还在加班加工背包背带，69
岁的老伴陪着她一起干活，每月增收
1000多元，去年脱了贫。“在家闲着也
是闲着，不如过来加班干会儿活，还能

有几十块钱的收入。”朱爱芝说。
“一月 1000元顶一亩地一年的收

入，我这加工背包的活老少都能干，计
件工资，多劳多得。”扶贫车间内，来自
周口的老板符玉花介绍，目前又新上
了 30多台设备，安置附近 100多名村
民就业，带动 20 多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

扶贫贵在精准、重在落实。近年
来，管庄落实到户增收项目 30户 117
人，转移就业 16户 68人，政府兜底 43
户 158 人，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经济
作物，发展养殖户 8户。通过一系列
政策的落实，改变了村容村貌，带来了
乡风文明，调动了群众创业积极性。

夜渐渐深了，广场上跳舞的村民
散去，村子逐渐归于寂静。扶贫车间
西边的村室旁，晾晒花生的场地上还
蹲着一位中年汉子。42岁的李超章叹
了一口气说：“今年种的花生估计一亩
只能收 200多公斤，赚不了钱。”李超
章是宁陵县县长马同和帮扶的贫困
户。看着愁眉不展的李超章，晚上要
住村的马同和语重心长地说：“超章
啊，光种传统作物是赚不了钱的，要考
虑上设施农业，发展反季节经济作物
才行啊！”经过一番交流探讨，李超章
重新理清了思路，对今后的发展又充
满了信心。

夜越来越深，劳作了一天的村民
们渐渐进入梦乡，已经一团漆黑的文
化广场上留下了一堆堆花生、玉米等
刚刚收获的农作物，远处时有时无的
几声昆虫鸣叫，在寂静的夜里变得异
常清脆。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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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赵一帆 金京艺

9月 26日，在许昌革命烈士纪念
馆，看着眼前的展示，听着讲解员的
讲述，不少群众被中共党员肜德忱的
事迹深深打动了……

肜德忱，1902 年生，河南新野
人。1924 年，在信阳省立第三师范
读书的肜德忱，参加了信阳县立示范
讲习所举办的“实现生活社”，开始接
受先进思想。1925年 7月，肜德忱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到开封做青运
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河南青年社”

“河南青年学社”“河南青年救国团”
和“河南青年干社”合并为“河南青年
协社”，河南青年实现了第一次革命
大联合。

1926年 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肜
德忱到许昌开展党的工作。肜德忱
不负使命，在许昌县石固镇、戴庄和
县城省立十四中学发展党团员 26
名，先后建立碾上、戴庄两个党支部

和共青团许昌特支，还以石固镇为中
心，组织农民协会。

1926年 4月，肜德忱参加毛泽东
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同年 11月回许昌任中共许昌县地方
执行委员会书记。任职期间，发展农
民协会会员 5300 余人，其中农民自
卫军2500余人，拥有步枪800余支。

1927年 5月，肜德忱调任武汉国
民政府河南战区农民委员会特派员，
在驻马店西平县开展农民运动，十余
日成立了68个村农民协会，并筹建了
西平县农民协会和5个区农民协会。

1928年 5月，党组织派肜德忱到
敌军做兵运工作。1931 年，因共产
党员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
捕，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但他大义
凛然，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
争，3月 28日，被枪杀于开封鼓楼街，
年仅29岁。

“肜德忱为许昌早期党组织的建
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推动
了许昌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他用生
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
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许昌市
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金焕芝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尚杰）从上周开始，
我省从南到北，陆续拉开秋收大幕。
省农业厅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 9月
25日下午，全省秋作物收获已超过六
成，玉米、水稻、花生、瓜菜等主要秋作
物收获面积都超过了50%。

从种植区域来看，南部、中部地区
收获均过半。驻马店、汝州、固始收获
过八成，郑州、平顶山、南阳、信阳、鹿
邑收获过七成，新乡、濮阳、漯河、商丘
收获过六成，洛阳、安阳、许昌、周口、
济源、巩义、兰考、长垣收获过五成。

省农业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虽有降雨，但对秋收整体影响
不大。目前，重点是抓住天气晴好的
有利时机，加强农机调度，发挥农机的
抢收作用，加快秋作物收获进度，确保
熟一块收一块、颗粒归仓。

省农业厅农技站副站长易玉林介
绍，今年秋收整体比较平稳，玉米、花
生的机械化收获率大幅提升。尤其是
玉米，由原来的收玉米棒到现在直接
收玉米籽粒，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
作业效率。③3

□本报记者 卢松

“在巡视中，临时党支部发挥了重
要引领作用，激发了党员干部的工作
热情，成为能打硬仗的‘坚强堡垒’。”
巡视归来，省委第三巡视组临时党支
部书记、组长崔绍营感慨地说。

在十届省委第四轮扶贫领域专项
巡视中，省委十个巡视组按照相关要
求，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积极开展党员
活动，坚持让党旗飘扬在巡视一线，充
分发挥支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高
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供了坚强组织保
证。

把“坚强堡垒”建在巡视一线

7 月中旬，省委第十巡视组进驻
后，在本轮巡视的三个县分别召开巡
视动员大会时，临时增加了扶贫理论
和政策应知应会知识测试，20分钟时
间，不同的试卷，从县委书记到村党支
部书记，都是现场作答。

“这是巡视组第一次党支部会议
上大家商定的办法，通过这个考试，大
概了解一下县、乡、村干部对扶贫工作
的重视程度，也提醒当地干部加强学
习，提升对扶贫工作的认识。”省委第
十巡视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组长王保
华说。

巡视期间，省委各巡视组临时党
支部或党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研

究本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强化对
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

“巡视工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把临时党支部建设同巡视工作有机
结合，深化政治巡视，加强自身建设，
夯实履职基础，不断提升工作实效，
更好地完成巡视任务。”省委第一巡
视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组长米剑峰
说。

大部分巡视干部都是从全省各地
各单位抽调而来，长时间远离单位和
家庭在外办公，临时党支部就成为党
员之“家”。支部书记主动找组员谈
心、帮助解决困难，支部成员互相鼓励
和支持……巡视组有了家庭般的温
暖。

“虽然本轮巡视工作任务重、时间
紧，但在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省委各
巡视组党员干部党性坚强、恪尽职守、
严格自律，用干净和担当诠释了共产
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省委巡视办主
任袁永新说。

支部“搭台”激发干事热情

省委第六巡视组第三分组进驻南
乐县不久，便举行了一次党小组集体
学习，不仅开展了“为什么巡视、巡视

什么、怎么巡视”大讨论，还集体学习
了广西、广东等地总结的扶贫领域专
项巡视经验。

“党支部是临时的，可学习工作不
能‘临时’。”省委第六巡视组临时党支
部书记、组长代毅君表示，通过集体学
习和个人自学，及时充实学习内容，引
导巡视干部自觉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
头脑、推动巡视工作。

本轮巡视是扶贫领域专项巡视，
各巡视组临时党支部刚一成立，就建
立了学习制度，以老带新学、以干代训
学、相互交流学、深入研讨学，使全体
组员准确把握政治巡视定位，坚定政
治方向，聚焦巡视工作重点，使巡视工
作更精准，任务更明确。

除了开展集中学习，临时党支部
还开展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增强支
部的凝聚力。省委第六巡视组全体成
员到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学习基
层党支部先进经验，培养党员先锋意
识。

“临时党支部的成立，让日夜奋战
在第一线的巡视干部能正常过组织生
活，有力激发了党员干部的干事热情，
使巡视组更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省委
第五巡视组临时党支部书记、组长王
尚胜说。

用“先锋意识”擦亮利剑锋芒

今年54岁的省委第六巡视组正处
级巡视专员李学军，2009年从部队转
业后就一直坚守在巡视一线，有着丰
富的巡视经验。虽然他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也不太好，但仍坚持和大
家一样加班加点，并把自己多年的巡
视经验无私传授给巡视“新兵”。

“我是一名老党员，又曾是一名军
人，一定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
部队‘轻伤不下火线’的作风坚持下去，
高质量完成本轮巡视任务。”李学军说。

本轮巡视期间，如何快速高效地开
展巡视工作，成为各巡视组人员在临时
党支部集中学习时常常讨论的问题。

省委第一巡视组辉县分组分为 3
个小组，互相竞赛、互相启发，力争把
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得更透、查找
得更准。省委第六巡视组建立工作台
账，明确责任分工，实行工作任务销号
制度，建立责任清单制度，推动巡视工
作高效开展。省委第十巡视组建立领
导机制、联络机制、联动机制和工作推
进机制，强化队伍管理，为巡视开展提
供制度保障……

短短 40天时间，临时党支部成为
每个巡视组马力十足的“红色引擎”，
鼓舞着巡视组党员干部不畏困难，主
动担当，把巡视利剑擦得更亮，展现了
新时代巡视铁军形象。③8

临时党支部的“先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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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河南省罗山
县的烈士陵园里，巾帼英雄刘志敏宁
死不屈的英勇事迹镌刻在这里，每年
都会有无数人前来缅怀、纪念。

刘志敏，1904年 7月出生于河南
罗山县。7岁进入私塾读书。后入县
立女子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开封
河南省立女子中学学习。她阅读《共
产党宣言》《向导》《苏联十月革命研
究》等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坚
定了革命的信念。192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受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
委派，以战区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在
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工作。
同时，担任共青团的支部书记，秘密
从事学生和妇女工作。

1927 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
刘志敏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营
救出狱。同年秋，经上海赴苏联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经曹靖
华夫妇介绍，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的共产党员李翔梧结婚。

1929 年秋天，刘志敏和丈夫李
翔梧回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1 年夏，李翔梧夫妇奉命到中央
革命根据地工作。刘志敏先后任中
共建宁中心县委常委、妇女部长，闽

赣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闽赣省委
常委、妇女部长等职。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刘志敏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
地。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顽强的革命
意志，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其他同志
一道坚持着革命斗争。

1934年 12月底，刘志敏在棠地
（今属宁化县水茜乡）战斗中被俘，先
被关在福建宁化监狱，后被押到漳州
绥靖公署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
严刑拷打，她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率
领同监战友开展斗争达半年之久。
1935年 6月，刘志敏在漳州城西门外
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1岁。

现在，刘志敏烈士的大部分资料
保留在李翔梧老家河南洛宁县的底
张革命老区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位于
洛宁县中高村小学。为了纪念李翔
梧的英雄事迹，这座小学 1985 年改
名为翔梧小学。自开馆以来，李翔梧
纪念馆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及廉政
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馆参观
的单位、团体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来此参观学习的人数已超
过1万人次。

(新华社郑州9月26日电)

关注十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管庄秋收夜色美

我省秋收已超六成

刘志敏：宁死不屈的巾帼英雄

肜德忱：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9月 23日，夏邑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展示的新农机。当日该
县举办农事比赛、农机展览等，让乡亲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⑨6 苗育才 摄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赵斌

“不让一个先心病患儿错失良机！”
“要把这件事办好、办实、办到群

众心坎上。”
在省关工委“精准扶贫 护苗行

动”活动动员会上，一句句肺腑之言激
荡在会议室上空，参会的同志立下豪
言壮语，要接力前行，做到“救助一个
患儿，脱贫一个家庭；挽救一颗心脏，
托起一片希望”。

以爱之名 点燃希望

2016年 4月 23日，“精准扶贫 护
苗行动”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门诊楼前举行。在省关工委、省
关基会的指导下，由经验丰富的心外
科、心电图科、彩超科等专家组成的先
心筛查团队整装待发，出动大型体检
车、携带医疗设备，和各级关工委的老
同志一起，分批次奔赴贫困县、区，对贫
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儿进行义诊筛查。

心胸外科专家魏文学积极与当地
有关部门对接，询问病患儿童的病史；

“彩超神探”王云玲以熟练的医疗技术，
保证诊断的质量；汝州市杨楼镇关工委
主任高同升忍着右脚骨折的疼痛，深入
走访筛查出11名先心病患儿……为了
让更多贫困儿童家庭受益，他们深入

基层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做到不遗
漏一人一户。

先天性心脏病属于出生缺陷范
畴，是我国出生缺陷的首位畸形。相
关资料显示，我国先天性心脏病发病
率高达 0.8%，每年新增 15万-20万名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目前，有不少患
儿因地区医疗条件及家庭经济等原因
放弃治疗机会，任凭疾病发展。

“我们要把党和国家的关怀、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个先心病
患儿家庭。”省关工委表示，“精准扶
贫 护苗行动”活动的深入开展，切实
改善了那些农村贫困家庭无力看病或
因病致贫的现状，让贫困患儿家庭得
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将增加人
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这项活动。

以爱为令 用心救治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立即安
排专车接送到医院接受救治；对失去

手术最佳时机和复杂先心病患儿，积
极提出诊疗指导意见……2年多来，全
省 8000 多名“五老”和筛查团队的医
生们一起深入 138个县（市）区对农村
贫困家庭先心病疑似患儿进行免费筛
查、积极救治。

“9个专家来到我县开展先心病患
儿诊断活动。经过认真筛查，有 11名
1-14岁、享有新农合医疗保障的农村贫
困家庭先心病患儿符合这次救助活动的
范围。”方城县关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已有8名儿童成功接受了手术，他
们在手术后恢复了正常，还有人已经跟
着父母去外地上学，开启了新的人生。

为了提高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派出数名医生和
护士到国家心脏中心北京阜外医院、
上海儿童医院中心进修学习先心介入
技术和手术管理。为了给先心病患儿
就医就诊提供便捷，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成立麻醉组、手术组、护理组，开
辟绿色通道，集中安排40张床位，确保
救治工作精准、安全、高效。

据介绍，“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
动的救助范围包括先天性房间隔缺损、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先天性动脉导管未
闭、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4个病种。截
至目前，全省共诊疗先心病患儿 2763

名，确定符合四种手术条件的先心病患
儿665名，已免费救治先心病患儿598
名。其中，2016年救治202名，2017年
救治308名，2018年已经救治88名。

以爱相承 精准帮扶

不折不扣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是
全党的重要使命，是各级各部门义不容
辞的政治责任。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
性工作组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大局，尽其所能配合做好扶贫攻坚工
作，是关工委应尽的职责。“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动的开展，找准了关工委
工作的切入点、找准了最需要帮扶的群
体，也为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保证活动顺利开展，省关工委印
发了《关于开展“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
活动的通知》，对活动作出安排部署，提
出具体要求，制订出“一年启动、二年铺
开、三年转入常态”的活动方案。

“关工委的优势是作为党领导下
的群众性工作组织，从上到下机构健
全，构成了庞大的组织网路。与此同
时，还有一大批兢兢业业、不辞辛苦、
无私奉献的“五老”同志。”省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秘书长张德广说，要利用这
些优势搭建起一个医治先天性儿童心
脏病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扬“五
老”精神，发挥‘五老’作用，为青少年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据悉，在省关工委的积极协调沟
通下，参加“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动
救治的先心病患儿，在医疗费用上实
行全免。在救治中产生的医疗费用，
由新农合报销 70%，省关心下一代基
金会资助每位住院救治患儿医疗费用
的 20%，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每
位救治患儿医疗费用的 10%，患儿出
院时各项医疗费用均由医院先期垫
付，由医院协调进行报补。

“我们还将对部分省辖市救治的先
心病患儿进行术后康复情况回访，并将
召开‘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动表彰
会，总结经验做法，宣传先进典型，推动
各级关工委组织助力脱贫攻坚，为实现
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省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李中央表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配合做好我省扶贫攻
坚工作，加强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防治，自2016年起，省关工委联合省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动，
对我省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实施免费救治，帮助患儿解除病痛，帮助患儿
家庭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让贫困先心病患儿重获“心”生
——“精准扶贫 护苗行动”活动纪实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