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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国

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

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

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

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在 2019 年

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这既是对支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重要精神

力量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中华儿女奋进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的极大鼓舞。

史 书 万 卷 ，字 里 行 间 皆 可 见“ 家

国”。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文理想，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无论是“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

执着，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

誓言……家国情怀早已沉淀为中华儿女

的内在品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宝贵财富。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

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

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之所以成为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根植于民族文化

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居功至伟。

2019 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亿万中华儿女

始终秉承家国情怀，把个体价值、家庭价

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

洪流。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更加激励着亿万中华

儿女把家国情怀转化为奋斗激情。正是

无数人、无数家庭的奋斗与奉献，推动久

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一方

面，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

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

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

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

善上。另一方面，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

能好。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每一个家庭的梦想才有最坚实的依

靠。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

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

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

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家国情怀“爱家”与

“爱国”的一体性。“夫孝，德之本也”。自

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大

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忙碌了

一年，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

享受的是天伦之乐、生活之美。此时此

刻，抚今追昔，我们更能感受“有了强的

国，才有富的家”。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

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就能

用 4 亿多家庭、近 14 亿人民的智慧和热

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世界冠军”射击名将史梦瑶回家过年了。
2月 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三门峡市陕州区

宫前乡池头村，史梦瑶家里传来阵阵欢笑声和“哒
哒”的缝纫声。

只见史梦瑶坐在一架缝纫机前，在母亲刘拴
苗的细心指导下，一边脚蹬踏板，一边手扶衣料，
慢慢地将边角缝得整整齐齐。

史梦瑶是从这个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14岁
开始练习射击，一步步从三门峡走向省队、国家
队，近两年多次在世界射击比赛中获得冠军。

史梦瑶把自己刚做好的护腰穿在身上，兴奋
地说：“我要为家乡的艾制品代言，为妈妈和阿姨
们加油！”

据了解，陕州区宫前乡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为主线，采取“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大力引进艾草新品种，打造全国知名“艾草
小镇”，以此来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

“宫前乡到处都是艾草、野菊花，如果我们能
利用好资源优势，把它们加工成布艺和随身艾灸
产品，既能帮助乡亲们脱贫，又能增加村集体收
入。”刘拴苗说。她买来原材料、缝纫机，既当师傅
又当工人，带着 7个村民，从简单的产品做起，慢
慢发展到十几个品种，通过网店，产品逐渐远销全
国各地。

对于母亲的做法，史梦瑶非常支持。今年过
年一回家，她就到“小车间”来帮忙了。“妈妈在家
乡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我也要在运动场上奋勇
拼搏，以更好的成绩回报母亲，回报乡亲们，为国
争光。”史梦瑶笑着说。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李骏鸣 何京
辉）“家里家外、院里院外、村里村外，连犄角旮旯处
也找不到垃圾，环境整治让俺村大变样。”1月 31
日，武陟县大封镇王落村村民李长保感慨地说，如
今村里的环境一点都不比城里差。

变化始于大封镇实施的乡村卫生“整体托
管”。去年3月，该镇借鉴外地经验，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监管并重”工作思路，把全镇的环卫
工作引入社会化竞争机制，将镇里各村的卫生保
洁服务交给专业环保公司“打理”，镇村只负责监
管，环境卫生状况有了极大改观。

“保洁公司的引进，为全镇新增了120多个就
业岗位，吸纳了本镇贫困、低保家庭劳动力98人，
人均工资达到 1000元左右。”该镇环卫办主任李
学军说。

据李学军介绍，镇、村监管人员对保
洁公司所有工作完成情况全程跟踪和监
督，对工作成效、服务对象受益、公众满
意度等严格考评，对完不成卫生保洁指
标等按合同规定严格处罚。

王落村党支部书记王俊铭说：“往年
村里每人收 5元卫生费，一个月还收不

齐；现在每人每年收 10 元，不到 3
天就收齐了。只要服务好，群众满

意，啥事都好
办。”③6

“打靶”归来话脱贫

乡村卫生“全托管”
干干净净过大年

□本报记者 李林

2月 4日晚上7点，郑州公交二公司B38车长
秦凤还在线路上奔忙。她说，年三十，赶路的人最
想尽快回家，她要“马不停蹄”送一程。

秦凤已经在公交战线上工作了十六七年，很
多个年三十，她都是在车厢里度过的，今年也是一
样。当人们阖家欢聚围坐在年夜饭桌前时，她“牵
手”的是方向盘，她“相伴”的是短暂同行的陌生人。

“公交是城市公共出行的主要方式，确保节假
日老百姓出行便利，是我们公交人的‘分内事’。”38
岁的秦凤温润、柔和，但骨子里透着担当和坚韧。

B38往返于北环沙口路到郑州东站，全程至少
需要2小时 25分钟。上半程秦凤一路报站、提醒
乘客上下车注意安全，口干舌燥，却没敢喝上一口
水，到了折返点郑州东站，她才喝了几小口。

年三十，高铁站还有不少候车的人，秦凤起
立，问候，迎接他们登车。“年三十，大都是赶着回
家的人。”秦凤稳稳地把住方向盘，轻轻踏下油门，
启程。她嘴里喃喃私语：走，回家！

公交车一站一站地停下又启动，乘客一个个
上车又下车。秦凤和其他坚守岗位的公交人，把
城市中一个个小家连在一起。不能和家人一起过
一个完整的除夕，有没有遗憾？

“舍小家团聚，为大家幸福！”秦凤给了答
案。③4

大年三十 送您回家

新春走基层

（上接第一版）就像芝加哥之于美国，他
把郑州比为“中国的芝加哥”：“郑州位于
中国之‘中’，区位优越，交通发达，未来
这座城市会更酷、更风光！”

异国的美味

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外国人轻轻推开
“ZAX BBQ”餐厅的门，走了进来，与餐
厅负责人交谈了一会儿，又走了。

怀着好奇，记者询问服务生：“那位
外国朋友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服务生
说：“他是隔壁乐巴黎·杰利大叔牛排餐
厅的老板，一名法国大厨，他来告诉我们
要搬走了，今天是他们在这边最后一天
营业。”

“最后一天？”一阵愕然后，记者走进
这家店一探究竟。一位中年女士拿着菜
单过来招呼。她告诉记者，她姓陈，来自
香港，是杰利大叔的太太。

“来郑州开餐馆，既是一种机缘，也
是一种幸运。”陈女士说，杰利从事餐饮
行业30多年，曾经担任过日本著名电视
节目“铁人料理”的嘉宾，还获得过法国
总统颁发的“对法国菜和文化作出重大
贡献”勋章。

6年前，他离开日本，受邀来郑州的
一家餐厅担任行政总厨；2015年，他创
立乐巴黎·杰利大叔牛排餐厅。“刚开始
的时候，郑州还没有像现在发展得这么
快，我们最担心的是新鲜食材不能被顺
利运输。”陈女士说。

这几年，随着郑州进口肉类、冰鲜
水产品、水果等各类功能性口岸的建
设，交通物流体系的完善，杰利大叔夫
妇再也不用担心了。“我们的牛排来自
澳洲，三文鱼来自挪威，火腿、红酒来自
法国，啤酒来自德国……它们通过航空
和中欧班列（郑州）运回，既方便又快
捷。我们打算搬到郑东新区去，开一家
更高端的法式餐厅。”陈女士说，“郑州
让人感到安宁快乐，我们会一直和这座
城市相伴前行。”

“飞龙”的约定

再次回到“ZAX BBQ”餐厅时，叶
风光他们已经走了。吧台前，一位大胡
子的外国小伙儿静静地喝着啤酒。

“他叫 Philip，来自英国伦敦，经常
来光顾。”服务生悄悄地告诉记者。

记者走上前，主动向 Philip 问好，
并坐下来和他闲谈。Philip的中文名叫
飞龙，来郑州已有三年零四个月，在联大
外国语培训学校当外教。

每天，飞龙穿梭于这座城市中，他教
的学生中，最小的 4 岁，最大的有 65
岁。“最近我教的一位大妈65岁了，她很
努力地学习英文，要去美国找她做生意
的老公。”

来郑州之前，飞龙在英国是一位摄
影师。在郑州生活的 3年多时间，他目
睹一座座高架桥建起，一条条地铁开工，
一个个购物中心落成，这座城市每天都

在“生长”。
“郑州发展非常快，越来越有‘国际

范儿’，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飞龙说，“发
展是最大的机会，会带来多元化的需求，
这些需求也给我们外国人提供了更多机
会。”他的朋友中，有在郑州大学学医的，
有在国际学校、双语幼儿园当老师的，也
有在健身房做教练的，还有在大公司做
高管的……

“我想成为英国和河南交流往来的
‘桥梁’，介绍更多朋友来河南发展，也推
介更多更好的英国大学给河南学生。”飞
龙坚定地说。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郑州定居
的外国人有 4700 多人，其中以“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居多；
去年出入境的外国人有 21.5 万人。郑
州市有外资企业 700 多家，去年新增
82 家，实际吸收外资 42.1 亿美元。越
来越多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加速汇聚，郑州正与世界携手，让中原
更加出彩。

这个春节，飞龙和女朋友约好一起
回平顶山，过一个真正的“中国年”。“一
定会是个难忘的记忆。”他说。

飞龙与他的妈妈也有一个约定。“再
过两年，我 30岁，我的妈妈正好 60岁，
她答应会来看我。”飞龙粗犷的外表下流
露出细腻的温情，“那时，郑州将发展得
更好，我会把最美的郑州‘秀’给妈妈
看。”③8

把最美的郑州“秀”给世界看

（上接第一版）他告诉记者，银金达作为唐庄实施
“招才引智”的一部分，德国人负责设备维护，日本
人进行生产管理。很快，银金达要在园区新建一
个生产车间，投产后预计能新增产值10个亿。

如今的唐庄镇，已入驻包括世界500强、国内
500强在内的40多家各类大小企业，走上了新型
工业化、城镇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
路。“这些企业给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让
群众‘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我们当然要大力
支持。”吴金印自豪地说。

按照当天的日程安排，吴金印还要去看望他
牵挂的几个村和社区的群众。

临近中午，记者随他来到四和社区。这个
由四个贫困村合在一起建起的特殊社区，从
2009年起步，如今已入住 500余户 2000多人。
这四个村原来祖祖辈辈住在山上，“吃水难、吃
粮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娶媳妇难”，群
众被“六难”困得生活极度困难，更谈不上走发
展道路。2005 年卫辉市进行区划调整，将原属
太公镇的这四个村划归到唐庄镇，让老吴带着
他们脱贫致富。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吴
金印带领群众在一片废弃的砖窑场上建起了高
标准的新社区。整齐划一的二层半农家别墅，
宽敞明亮，安宁舒适，村民们整体搬了进来，用
他们的话说，“过上了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
子”。

走进四和社区，楼舍俨然，道路洁净，绿树、花
坛、健身器材等应有尽有，超市、医院、小学、幼儿
园配套齐全。人们见到吴金印，都热情地打招呼，
不少人拉着他让去家里坐坐。

村民张信拽着吴金印来到自己的家，他的家
真热闹，几个邻居正和他的家人一起忙着准备过
年的美食。以前，张信的儿子因为家里太穷，不得
已外出当了“上门女婿”，这成了老张的一个心
结。现在，日子过好了，儿媳妇跟着儿子回来了，
孙子孙女爷爷长爷爷短地叫，叫得老张心里美透
了。他拉着吴金印的手，高兴地说：“现在吃水吃
粮不发愁，就业、上学、就医也都在家门口，还有社
保，日子真是过到天上了。”吴金印笑着说：“只要
肯干，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来到村民暴祥民家时，70多岁的暴秀明从外
面也追了过来，俩人见了吴金印立刻就有说不完
的话。暴祥民端出瓜子和橘子招待大家，吴金印
像亲人一样和他们聊着天。他问暴祥民：“去年跑
运输挣了多少？年货都备齐了吧？”“感谢吴书记
支持，现在家里有一辆后八轮、一辆后四轮，每年
靠跑运输能收入十几万，说句笑话，给个县官都不
干……”暴祥民诙谐地说。

记者问：“听说当时有个别的村民还不愿搬
迁，现在他们怎么想？”“就是给一百万，也不想
再回去过一天。真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现
在的好政策，最感谢吴书记……”暴秀明马上回
答。

吴金印一听要夸他，随即把话岔开，“我们
来是给大伙儿拜年的。”见吴金印起身要走，暴
祥民、暴秀明便使劲挽留他在家吃饭。见留不
住，两人就依依不舍地往外送。“吴书记向来做
人低调、做事高调，真是党的好干部，真是咱老
百姓的贴心人……”暴秀明一边走一边不停地
感叹。

中午 12点多，在唐庄镇乡镇干部学院，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勍已经在等他
了。这些年来，唐庄的小城镇建设整体规划，以及
在建的田爻村明清仿古建筑群等，都是她带领团
队帮助设计规划的。下午，她还要和吴金印商量
学院配套工程的事。谈到吴金印，她非常钦佩：

“和吴书记打交道十几年，学了不少东西，我感到
既荣幸又骄傲。”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总书记的话说到
了我们的心坎上。”在采访中，吴金印告诉我们，只
有干，才能变，不能安于享受，要艰苦奋斗，用大干
促大变，还要高标准地干，争做出彩河南人。

“我已经77岁了，更知道时间的宝贵，所以我
还要只争朝夕拼命干。”吴金印说。

瞄着高标准，只争朝夕，吴金印在唐庄镇党
委书记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32年。他坚持与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带领群众
治山治水、修坝造田，干出了使荒山变绿山、荒沟
变成米粮川的不平凡业绩，并努力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走绿色发展之路。如今的唐庄镇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在当地排名后几位的
乡镇，一跃成为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经
济发达镇、全国文明乡镇，2018年全镇
生产总值达 107.76亿元，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达 2.23亿元。

离开唐庄镇时，只见吴金印转身又
奔向了他牵挂的楸树繁育栽培基地。
这位“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这
位“改革先锋”，在他的身后，又
是 一 串 坚 实 的 脚
印……③4

他的身后，
是一串坚实的脚印

春晚最大规模
节目河南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峰

2月 4日晚，2019年央视春晚如期播出，全国
观众对塔沟武校表演的武术节目《少林魂》印象
深刻，这项参与人数众多的“万人团体操”，视觉
效果非常震撼，刷新了历年来央视春晚单个节目
的演员数量。据了解，《少林魂》从内容编排到播
出方式，都有别于往年春晚的武术节目。②29

▲央视春晚武术节目《少林魂》震撼全场。
◀塔沟武校学生在训练。塔沟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