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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进
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强调“推动宣传思想工
作不断强起来”。

守正，创新，强起来！这是凝心聚力的时代呼
唤，这是再书华章的期许厚望。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肩负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奋力开
创崭新局面，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
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高扬奋进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
治任务，就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做到学思用相
结合、知信行相统一。

神州大地上，学习新理论的热潮在涌动。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必须跟进

一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甫一出版发行，就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
迎、广受好评，成为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权威读本。作为“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成员，《新时代面对面》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动实践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回答。“很亲切，读起
来就像面对面交谈一样。”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报国寺社区举行的交流
座谈会上，社区居民用朴实的话语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

一本本理论书籍如约而至，一篇篇理论文章新鲜出炉，一场场理论讲座解疑
释惑……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富有时代性、创造性的方法举措，让理论宣传如春
风化雨，让理论学习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亿万人民中，领悟新思想的热情在升腾。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答卷》《誓言》等微视频、《百家讲坛》特别

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等精品力作，充分展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崇高风范和深厚情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生动阐释、广泛传播，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

新时代中国，开展新实践的热忱更坚定。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

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2018年 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为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制作播出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
思》，到编译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点图书，再到举办“真理的力量——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扣时间节点、营造浓
厚氛围，带领人们感悟“千年第一思想家”的精神境界，领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运用和丰富发展的光辉历程，（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建设新型研
发机构，可以有效弥补我省大院大所偏
少、科技创新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是
加快开放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1月4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新备案
郑州轨道交通信息技术研究院等25家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从而使我省备案的
新型研发机构数量达到了67家。

新型研发机构指主要从事科研
与技术开发及相关活动，采用多元化
投资、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省科技厅
相关处室负责人杨梦琳告诉记者：

“新型研发机构面向经济主战场，具

有体制新、机制活、潜力大、成果转化
快的特点，此次备案的25家机构均具
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背景。”

例如，郑州轨道交通信息技术研
究院以搭建轨道交通、信息安全、大
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等5个公共技
术研发平台为主，承担了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项
目；新华三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2017
年 3月设立，至今已取得软件著作权
52件，并全部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

河南仕佳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密切合作，业
务聚焦于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封
装设计和制造领域。

“此次备案的25家新型研发机构
中，半数以上来自鹤壁、平顶山、开封、
濮阳、信阳、周口、商丘等地。”杨梦琳
说，随着2018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政策加速辐射全省，各地开始通
过省部会商、院地合作、联合共建等多
种形式，大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据介绍，近期我省正在研究起草
扶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若干政策，
拟从认定管理、税收优惠、资金扶持、
人才激励等方面对新型研发机构给
予扶持，进一步为新型研发机构快速
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③8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宋超喜）这几天，新蔡县弥陀寺乡程
小寨村贫困户张付林心里美滋滋
的。元旦刚过，张付林作为全村脱贫
模范，披红戴花接受表彰。

在以前，张付林在村里可是出了
名的“不勤快”，经常甩着个鱼竿子到
处钓鱼，“钓”到了一顶贫困户的帽子。
变化就在这两年间。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县里政策宣讲员进村入户讲
扶贫政策，驻村干部到他家商量脱贫
门路，劝他到县里学蔬菜种植技术。

“党的政策这么好，咱也有手有
脚，只要争口气，日子一定能过好！”
张付林心里热乎起来。他很快搞起
了西瓜、棉花间作套种，农闲时还到
集市上做些小买卖。“短短两年时间，
张付林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模范
户。”程小寨村第一书记杨丽不住地

夸赞他，“以前找他要到河边儿，现在
他天天都在大棚里！”

人有精神土生金，扶贫先扶志
和智。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过
程中，新蔡县努力找准发力点，精
准施策，积极开展志智双扶活动，
把解思想疙瘩、鼓精神劲头放在第
一位，（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

是干出来的。我们将持续打好

志智双扶“组合拳”，不断激发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引领提振脱贫

攻坚精气神，持续巩固脱贫摘帽

成果，有效提升群众满意度。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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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蔡 扶志+扶智“动力”十足
淅川 生态+扶贫“双翼”齐飞

科技创新助力河南智造

我省新备案25家新型研发机构

一些重要的节点，标注时间的分

量，铭刻前行的坐标。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行动

指南，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作出战略部署，描绘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正本清源，

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

根本性的转变。

“小寒大寒，准备过
年”。1 月 5 日是小寒节
气，这个节气往往意味着
腊月的开始，为了迎接春
节，人们早早便忙着写春
联、剪窗花。图为日前，温
县追忆画室的学员们在老
师指导下，创作出各式各
样、活灵活现的窗花剪纸
作品。⑨3 徐宏星 摄

河南省新闻道德委员会

邮箱 4907315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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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窗花
过小寒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高帆）1月 4日，天寒地冻，淅川县大
石桥乡横沟村却暖意融融，该村一次
性向贫困群众发放工资总计 18 万
元。贫困户雷铁红、段海霞夫妇患有
残疾，领到1.3万元工资后感慨地说：

“扶贫政策真是好啊，没想到发展乡
村旅游，俺能领到这么多钱！”

横沟村原本是个偏僻的穷山
沟。近两年，在县里扶贫政策支持
下，他们先后种植竹子、连翘等 1300
多亩，修通了公路，建设了亲子教育
训练营、花海栈道等。如今，来这里
休闲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淅川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河南省深度贫困县。近两年
来，该县扛稳水质保护和脱贫攻坚两
大政治责任，努力探索生态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脱贫攻坚模式，筑起阻断返

贫“防火墙”。
淅川县将脱贫攻坚与做大做强

主导产业融为一体，积极探索“短中
长”脱贫攻坚模式。“短线”发展食用
菌和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集群，
确保当年见成效；“中线”发展软籽
石榴和薄壳核桃等特色林果产业集
群，（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我们通过政策扶持、干部帮

扶、社会引导，找准致富增收路，

织密社会保障网，激发脱贫致富

志，构筑起阻断返贫的“防火墙”，

使贫困群众都有持续稳定的增收

渠道，确保他们真脱贫不返贫。

——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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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面向经济
主战场，具有体制新、机制
活、潜力大、成果转化快的特
点，此次备案的 25家机构均
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背景。

□颍之语

前不久与一位从外地来周口工作
的朋友闲聊。他说周口这个地方抓一
把空气就能闻出文化的味道，掬一捧
泥土就能挤出文明的汁液，有一种不
同于他乡的“精气神”，这就是“周口气
质”。他曾辗转各地工作、生活过几十
年，对周口能有如此好的印象，让我颇
感自豪。周口是什么地方？羲皇故
都、老子故里，三川交汇、人杰地灵，周
口人嘴一张就能说出一串令人心驰神
往的故事。这种想法使我产生了说说

“周口气质”的冲动。
65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作为土

生土长的周口人，说她“出身名门、身
世显赫”一点也不为过。岁月更迭，虽
然告别了“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
似汉皋”的昔日繁华,但是龙都代有才
人出，千年古迹今犹在。太昊陵神圣
庄严，老君台古柏添幽，大程书院墨香
依然，姓氏文化节、老子庙会、关帝庙

会……依旧承载着她的内涵和风韵。
底蕴丰厚的文化传承，滋养了周口人
的慧根，在这方热土长大的儿女，看起
来都是灵性张扬。时至今日，周口的
天空仍然散发着阵阵墨香，展现着周
口人的聪敏与灵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文化积
淀深厚的沃土培养了一代代名家大
儒、文人秀士。远有《诗经·陈风》，后
有《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太康的谢
氏家族，东汉末年的谋士郭嘉，明朝良
相李梦阳……人才之兴，必由教化；教
化之明，端赖师儒。扶沟的大程书院，
是北宋理学家程颢任知县时兴建的。
他尚宽厚、重教化，倡导“乡必有校”，
厚植了崇智尚儒、尊师重教、重视人才
的根脉。淮阳的弦歌台，是当年孔子
周游列国时，陈蔡绝粮仍弦歌不绝的

地方。尊师重教的好传统，使周口的
文气不断聚合，也培育了一代代的周
口文人。2015年，中国科学院增选70
名院士，仅周口就占 2名。2016年摘
得本省文科桂冠的周口学子那句“每
天唤醒我的不是铃声而是梦想”也让
我记忆犹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
程中，不是正需要这样有梦想的年青
一代去砥砺奋进吗？

翻阅一遍周口名人史，热血儿女
数不胜数。他们或满腔赤诚为众请
愿，或国难当头挺身而出。陈胜、吴广
带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冲天豪
气，在大泽乡高举“伐无道、诛暴秦”的
起义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农民革命风暴。抗日名将吉鸿昌，在
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组织抗日
同盟军英勇抗日。刑场上他留下“恨

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的豪迈诗篇，彰显了周口
人的血性。淮海战役中周口人民踊跃
支前，上万民众冒着枪林弹雨推着独
轮车、抬着担架，为陈、粟大军运送给
养、转移伤员。和平年代的周口人民，
踏着先人英勇的足迹，继续拼搏献身。
2016年“感动中国”人物、养孤育孤的
王宽，2018年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
发起人、“中国好人”李高峰，用他们的
默默奉献、无私大爱，感动了中国……

相由心生，气质是情感的外在体
现。周口是龙文化、祖根文化、道家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我的老师满腹经
纶，我的至亲言传身教。我是听着“受
鱼致祭”“包拯放粮”等故事长大的，稍
一懂事能把“乾、坤、震、巽、离、坎、艮、
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更把疾恶如

仇、公平公正等道德义理牢记心头。
后因工作使然，我走进老子故里——
鹿邑，这里上自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
蹒跚学步的孩童，几乎都能把“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万物之母……”古语挂在嘴
边。我在这里经历病痛却逢凶化吉,
让我更加淡定、坚毅地面对各种困难，
正是受了周口文化和家风家教的熏
陶。周口人的情怀，就是在这样特有
的文化环境中造就的，他们既有大爱
也有小情，既关心天下也重视家庭，

“奉亲以孝、从事以忠、交友以诚、与人
为善”。老人病床前，有儿女悉心照
料；客人到来时，主人拿出最好的酒菜
招待；邻里乡亲有了困难，大家慷慨解
囊相助。爱国、仁孝、重义、顾家的情
感风尚，长期吸引他乡的游子热爱和

建设自己的故乡。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座城市如

同一个人。如今的周口，不是“养在深
闺人未识”，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气质
正在随着新时代发生变化。如今的周
口，更像大家闺秀，是秀外慧中的气质
流露，不是浓妆艳抹的刻意装扮；像一
泓清水，有着“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定
力，遵循规律、专注发展，言善信，政善
治；像一团晨雾，有着包容厚重的朦胧
之美，又不失“青烟翠雾罩轻盈”的生
机和灵动；像梦中情人，有“一枝红艳
露凝香”的清新，让懂她的人总是“相
看两不厌”。七年前我的即兴之作《水
调歌头·魅力周口行》随之浮现眼前：

“胜日游何处，周口有奇观。羲皇建业
福地，薪火六千年。品悟先天八卦，体
验农耕渔猎，万姓同根源。碧水千顷
浪，暑日可采莲。寻祖根，访大道，探
真源。祥云紫气，青牛乘雾出函关。
道理天人玄妙，德贯古今经卷，寥寥五
千言。远客且留步，陈酿正开坛。”

百城提质的“周口气质”

本报讯（记者 杨凌）1 月 5日，记
者从总部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中铁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近日
揭晓的“2018年度网友最关注的央企
十大创新工程”评选中，由中铁工程装
备集团领衔主导的“我国自主研制最
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春风
号’”入选。

“春风号”开挖直径 15.8 米、全长
135米、重量达4800吨，是目前我国自
主设计制造的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

机，居世界第三位。据了解，“春风号”
应用于深圳市春风隧道工程，该工程地
质条件十分复杂，是盾构法推进施工中
最具挑战性的大直径盾构机工程之一。

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春风
号”的开发采用针对性设计，实现了突
破常压换刀技术、伸缩摆动式主驱动
设计、换刀操作流程简化、双破碎机分
级处理渣土技术等多项创新技术的应
用，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不断迈向
世界先进水平。③4

中铁装备“春风号”盾构机
入选“央企十大创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