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现在已深深爱上了这
里。在这里，我增长了才
干，锤炼了作风，和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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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上杭县官庄畲族乡，有
一座“吴富莲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

吴富莲，1912年生于福建省上杭
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 3月，红
四军解放上杭，开辟了闽西根据地，吴
富莲毅然摆脱家庭束缚参加了革命。
由于表现出色，她很快就被吸收入团，
不久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 10月，吴富莲随红一方
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
处干事。1935年 6月，红一、四方面
军在四川懋功会师。1936年 7月，吴
富莲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
团政委。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
肃会宁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分兵组成西路军西渡黄
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吴富莲被
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

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

渡过黄河西征。1937年 3月，吴富莲
与团长王泉媛奉命率妇女先锋团掩护
主力突围。妇女先锋团在甘肃临泽南
部的梨园堡一带与敌血战三昼夜，完
成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此后，妇女
先锋团在祁连山中与敌周旋多日，4
月上旬被敌军包围。吴富莲与几名战
士突出重围后在深山里坚持了几个
月，不幸被搜山的敌人抓住。

吴富莲负伤被俘后，敌人以官位
利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面对敌
人的百般折磨，吴富莲以绝食斗争进
行反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5岁。

为传承红色基因，纪念革命先
烈，也为了让烈士英魂得到安息，在
吴富莲烈士诞辰 100周年之际，当地
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将吴富莲烈
士以及全乡 342 位烈士进行集中安
葬，并建成“吴富莲烈士纪念碑”。

(据新华社福州10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董学彦

记者面前的宋玥，是一个标准的
“京妹子”：豁达、大气，举手投足间散
发出知识女性的干练与自信。从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到许昌市建安区挂
职副区长，这个从繁华首都来的姑娘，
丝毫没有架子。

在2016年 11月来挂职前，宋玥基
本没有基层工作经历。所以刚到建安
区，她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儿。在一
次接访时，她接待了一对情绪激动的
夫妇，不停与接访干部大声争吵。宋
玥见状，赶紧心平气和地同那对夫妻
对话。她发现，在她讲话时，那对夫妻

居然出奇地平静。
“我当时还沾沾自喜，以为那对夫

妻认可了我的解释。”宋玥说。可谁知
她刚说完，那对夫妻却一脸迷茫地对
她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我一句
也没听懂。”

这件事对宋玥触动很大。对基层
和老百姓缺乏了解的她拼命“补课”，
悉心搜集、学习当地各类文件材料，用
一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区15个乡镇。充
分了解基层，再加上大局意识强，宋玥
的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根据分工，宋玥分管工商质监司
法并协助招商引资工作。到建安区不
久，她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儿——协调

创建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示范区，并负责引进国家计量科学研
究院国家标准物质研发中心项目。

“这个项目属于生产性高端服务
业，专业性强、创新发展快，建成后将
很快形成技术聚集、产业聚集和人才
聚集，为建安区、许昌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发展动力。”宋玥说。
为争取项目入驻，宋玥精心准备，

多次前往北京与项目负责人沟通。宋
玥认真高效、坦诚热情的工作精神，深
深打动了对方，项目终于“定居”建安
区。如今，示范区已落地 6个国家级、
省级项目，累计入驻项目17个。

其他分管工作，宋玥也交出了优
异答卷。司法方面，推动成立了社区
矫正中心，填补了建安区一项司法空
白；工商质监工作，带队成功申报了

“河南省质量强区示范区”，成为全省6
个创建单位之一；申报河南省著名商
标 3 件，远东传动公司荣获省长质量
奖，实现了建安区该奖项零的突破。

“我现在已深深爱上了这里。在
这里，我增长了才干，锤炼了作风，和
并肩工作的同志们结下了深情厚谊。”
宋玥说。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为人莫
当差，当差不自在，乱风也得去，下雨
也得来……”10月 22日下午，在太康
县道情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排练厅
里，演员们正在紧张排演《张廷秀私
访》。

“我们应邀参加下个月在清华大
学举办的‘河南戏曲艺术周暨稀有剧
种展演’活动，作为县级剧团能够走进
著名学府演出，感到非常激动和振
奋。”太康县道情艺术传承保护中心主
任张天印说。

据悉，由清华大学教育中心、省文
化厅、省文联、中国艺术报社主办，河
南省戏剧家协会、河南李树建戏曲艺
术中心承办的“2018清华大学校园戏
曲艺术节——河南戏曲艺术周暨稀有
剧种展演”活动将于 11 月 21 日至 26
日在清华大学举办。此次展演遴选了
四平调《小包公》、宛梆《铜台关》、道情
《张廷秀私访》、越调《老子》、豫剧《北
魏孝文帝》等剧目参演。这将是河南

稀有剧种首次走进清华大学展演。
提到河南的戏曲，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这三大剧种，
其实还有很多活跃在基层的稀有剧种

深受老百姓欢迎，它们具有典型的地
域特色和独特的唱腔以及灵活的表演
形式，是我省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从 2012年开始，我省启动实施稀
有剧种抢救工程，对稀有剧种进行收
集、整理、复排、摄制、记录等，抢救、复
活了一批濒临消亡的剧种。目前，我
省纳入政府保护的稀有剧种有 31个，
收集整理剧目剧本 1890 多部、曲谱
1557部。

近年来，我省在推动豫剧走向全国
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稀有剧种“活起
来”，先后开展了河南稀有剧种公益展
演月、河南稀有剧种北京公益展演周、
2018首届戏曲稀有剧种贺新春互联网
公益晚会等活动，今年8月还出版了河
南稀有剧种系列丛书。河南豫剧院院
长李树建说，河南稀有剧种这次走进清
华大学展演，势必会让更多的观众、更
多的年轻人了解河南博大精深的戏曲文
化，对于稀有剧种的保护传承具有重要
意义。③4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10 月 13日，周倜来到唐河县革
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当听到讲解员讲
述堂伯父周邦采烈士的英勇事迹时，
他被深深感动。

周邦采，河南省唐河县人。1919
年，他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1924 年，他在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时
聆听了恽代英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演讲，深受启发，决心投笔从戎。
当年 12月，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
三期步兵队学员。

1925年，他参加了以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
合会，因为表现突出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我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唐河县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
员王留云介绍，1925年 6月，滇系军
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在广州发
动叛乱，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周
邦采随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参加
了平叛，经过连续战斗，最终击溃敌
人平定了叛乱。同年 10月，周邦采
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黄埔军校政治
部主任周恩来等军政领导的直接指
挥下，全歼陈炯明叛军，收复东江，统

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由于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表

现突出，周邦采受到周恩来的器重。之
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
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军第三师军
官教导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
义，他率部英勇作战，屡立战功。

1927年年底，周邦采回到豫南从
事革命活动。1928年 2月，经上级党
组织批准，他在汝南领导武装斗争。

1928年 5月，周邦采成功领导了
高平寺和白塔寺农民暴动，沉重地打
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为在汝南开展
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

农民暴动的惊雷，使豫南的国民
党反动派惊恐万分，他们发动了残酷
的“围剿”。为回击敌人，中共汝南县
委决定以汝确边特区苏维埃政府赤
卫队为主力，在水屯举行武装起义，
周邦采任总指挥。7月 29日，周邦采
在汝南水屯台子寺与敌人作战时不
幸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周倜介绍，现在通过唐河革命烈
士纪念馆的展示，越来越多人知道堂伯
父的事迹，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人前来
缅怀堂伯父，这让他既感动又自豪。

周邦采烈士故居位于唐河县桐
寨铺镇周庄村。目前，周庄村村委会
计划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让周
邦采的崇高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家乡
人民。③4

党旗别样红 中原更出彩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周邦采：投笔从戎献身革命

吴富莲：为党捐躯的巾帼英雄

河南稀有剧种将走进清华大学展演

“京妹子”的中原情

10月 22日，一辆收割机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收获成熟的稻谷。金色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一辆辆
农机穿梭于万亩稻田。目前，该乡13000余亩稻谷成熟，农户纷纷趁时抢收，确保颗粒归仓。⑨6 姜涛 摄金秋十月稻谷香

道情《张廷秀私访》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剧照。②43 本报资料图片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司明凯 易卫华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这句话在滑
县人民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科科长
刘晓华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她用
勇于拼搏的闯劲、持之以恒的韧劲、开
拓创新的拼劲，让青春焕发出夺目光
彩，奏响了一曲曲美妙的检察好声音。

今年 35岁的刘晓华，2005年 7月
毕业于郑州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滑县
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科科长，入额
检察官。11年来，她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展现了人民检
察官的职业精神与责任担当，彰显了
法治的力量和温度。

守护正义的检察业务标兵

驻所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监
管场所的安全稳定，保护在押人员的
合法权益，守护着高墙里的正义。

2012年4月，刘晓华在对新入所人
员王某谈话时，发现王某衣领口处的皮

肤有烫伤痕迹，问起来源时，王某支支吾
吾，含糊其词，说是自己不小心烫伤的。
王某犹豫和恐惧的神情让刘晓华感觉
到，王某可能隐瞒了什么。

不能放过任何隐患!刘晓华对王某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使王某道出
了真相。原来，伤痕是由办案人员刘
某刑讯逼供造成的。刘晓华迅速向院
领导汇报案情，经批准后，对刘某立案
侦查，查清了刘某刑讯逼供的犯罪事
实。2012年 6月，刘某因犯刑讯逼供
罪被滑县人民法院判处了刑罚。

多年检察工作让她养成了客观理
性、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
让她积累了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办
案经验。2012年12月，经过层层选拔，
刘晓华成为首届全国监所检察业务竞赛

选手。竞赛中不俗的表现，又让她从决
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首届监所检察
业务十佳标兵”。此后，刘晓华又获得

“全省首届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十佳标兵”
称号，被省检察院荣记个人二等功。

不忘初心的检察官

作为从事驻所检察工作11年的检
察官，刘晓华经历了“一级规范化检察
室”的四届争创。每一届，她都全力以
赴，勇担重任。2018年 1月，该检察室
从全省 169 家派驻检察室中脱颖而
出，被省检察院推荐参评全国检察机
关派驻监管场所示范检察室。目前，
滑县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室争创工
作已通过最高检的验收。

“她总是风风火火地干事、认真负

责地对待每一个案件。”这是同事们对
刘晓华的一致评价。

2015年，在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
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中，刘晓华立案
查办了安阳市首例发生在社区矫正中
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案。当时，在全国
范围内可借鉴的此类案件不多，办案人
员之间也存在分歧。刘晓华顶住压力，
依法准确地办理了此案。该案在滑县
政法系统引起了震动，为相关责任单位
和责任主体划清了红线，确立了底线，
有效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开展。

2014年3月，刘晓华在审查在押服
刑犯赵某又犯罪的案件中发现了可疑
之处。她深入调查，挖掘重重疑点，最
终还原案件真相，与案件相关的两名工
作人员被立案侦查，赵某的刑期也由8

年改判为10年，该案件被评为“全国检
察机关十大精品刑事抗诉案件”。

2014年以来，刘晓华共主办了发
生在刑事执行活动领域的案件 8件 10
人，10人均获有罪判决。

在押人员的知心人

2016 年 5月，刘晓华发现在押人
员张某情绪不稳定，言语之中透露出
轻生的念头。刘晓华决定查清缘由。
第二天一大早，她赶到张某家中走访，
得知张某的妻子因病已过世，一个年
仅10岁的儿子无人照顾。

刘晓华多次携带学习和生活用品去
看望张某的儿子，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不
要有思想压力。同时，刘晓华还协调当
地政府为张某家庭办理了低保，积极做

通了张某亲属的工作，让其暂时抚养孩
子，解决了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之
后，她将孩子生活和学习情况制成视频
带给张某观看，解开了张某的思想疙瘩。

2018年4月，刘晓华接待了在押人
员靳某的母亲韩某。韩某反映，靳某因
寻衅滋事罪被办案机关抓获，办案机关
扣押了靳某随身携带的现金及一部手
机，手机与现金均与靳某涉嫌犯罪的案
件无关，办案机关仅将手机退还给韩
某，未归还现金。刘晓华经过调查，发
现韩某反映的问题属实，遂依法向办案
机关提出了纠正意见，办案机关及时将
现金归还了韩某。

2014年以来，滑县检察院受理在
押人员及家属控告申诉 31人次，纠正
3起计算刑期错误案，向监管单位发出
检察建议50件，排除各种事故隐患20
余起，监管单位连续 23年没有发生任
何安全事故。

“作为一名驻所检察官，应以精湛
的素能、细致的观察、规范的执法，在激
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刘晓华说。

青春在守护正义中绽放
——记滑县检察院驻县看守所检察科科长刘晓华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版博会上初登场，出版豫军
载誉归。10月 21日，在第七届中国
国际版权博览会闭幕式暨“金慧奖”
颁奖仪式上，河南展团共有 5 家单
位获奖，其中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大学出版社与
河南省版权交易中心获“金慧奖”优
秀企业奖，河南省版权局荣获“金慧
奖”优秀组织奖。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故事，出彩
河南需要精彩讲述”。此次版博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携 4类产品参展，
从不同侧面展现河南特色，讲述河南
故事。

在本届版博会上，具有浓厚河南
元素的文创产品很是夺人眼球。泥
泥狗刺绣眼罩、状元棋等均为河南展
团的爆品。大河美术展出的一批书
画作品，均出自名家之手。中国书法
家协会理事刘德宏创作的“福”字，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乔延坤创作的

“寿”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张军
民、杨健生等人的国画作品，均得到
了观众好评。

此外，河南展团亮点频出，各参展
单位都秀出自己的“法宝”，涉及图书、
网络游戏、文创产品、软件系统等多个
领域，多角度呈现了河南省版权发展
的特点。③4

第七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闭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获“金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