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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方楠楠）
2月 18日晚 8时，“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在央视一套首播，南阳市镇平
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登上颁奖
台，成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举
办17年来，第16个获此殊荣的河南个人或
集体。在全省教育系统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无私奉献者应得到尊崇和褒
奖，我们要深入学习张玉滚精神，争做出彩
教育人。

“张玉滚同志扎根乡村、不忘初心、默
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高贵师
德、师魂的力量，他的故事直抵人心、感人
至深，当选‘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实至
名归。”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说，
在我省 160余万人民教师队伍中，不乏张

玉滚、李芳式的好老师，全省教育系统将继
续全面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完善教师
管理机制，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师成
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关希哲说，张玉滚老师为大山深处的孩子
们点燃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是新时代人
民教师的杰出代表；我们要用他的感人事
迹激励全区教育工作者，围绕发展目标，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张玉滚
校长扎根深山，为师为父，用行动和爱为孩
子点亮求学道路，是校长、老师的榜样。”郑
州市纬五路二小校长焦憬说，作为一名教
育工作者，要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坚定信

仰，牢记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出贡献。

许昌市襄城县屈庄中心小学老师周旭
丹说，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要学习张玉滚
老师高尚师德，学习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的担当，学习他不忘初心的坚守，学习他安
贫乐道的高尚情怀，为乡村的孩子带去改
变命运的希望。

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的
大四在校生王亚倩说，张玉滚老师的先进
事迹深深触动了我，他用微薄的工资资助
学生，他不断学习，将自己打造成全能型老
师……作为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准人民
教师”，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主动学习，
争做像张玉滚、李芳一样的好老师。③9

驿城区城区街道和农村乡镇实施结
对帮扶，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齐抓
共管的工作机制。橡林街道办事处根据
驿城区水屯镇石庄村的资源优势，先后
投资 80多万元援建的“石蔬记”品牌已
与石庄村 200 多个大棚合作，带动周边
200多户剩余劳动力就业。西园办事处
对胡庙村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心制定
了 2019年脱贫计划，为下步实现胡庙村
的企业带贫打好了基础。老街办事处投
入资金 150万元对诸市镇龙口饮品有限
公司原有车间进行扩建，增加2条葡萄果
汁饮料加工和桶装水生产线，解决贫困
户就业50多人，带动周边三个村42户贫
困户实现增收。 （李嘉）

驿城区：多策并举谋攻坚 脱贫路上成效显
一是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实现了村干部文化程度、

年龄结构、素质能力进一步优化，为全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
实的人才基础。二是深化软弱涣散村整顿。建立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常态化排查整顿机制，进一步夯实了脱贫攻坚战斗
堡垒。三是优化涉农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了村级党组
织在脱贫攻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农村经济
社会统筹协调发展。 （杨晓东）

夯实堡垒聚合力 筑牢脱贫攻坚“支撑点”

一是积极开展争创“五面红旗”活动。提振村干部干事
创业积极性，有效凝聚了党建促精准脱贫合力。二是深入
开展三个“一对一”结对帮扶。截至目前，全区党员与 6813
户贫困户结成各类帮扶对子2万余对，带领群众发展致富项
目 271个，创办专业合作社 127个，协调资金 2900余万元，
助推 2178户 8149人贫困人口脱贫。三是扎实开展农村基
层党建问题“三集中”活动。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米山）

创新载体促活力 把握脱贫攻坚“关键点”

一是发挥第一书记作用。从机关、企事业单位派驻第一书
记72人，选派226名区直干部组成71支工作队，实现贫困村、
贫困户较多的村、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全覆盖。二是加强教育
培训。2018年，区级层面共开展 3次大规模集中业务知识培
训，乡镇和行业部门开展专题培训100余次，全区受训人数6万
余人次。三是建强农村党员队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帮扶救助活动。 （米山）

提升水平带潜力 紧盯脱贫攻坚“突破点”

一是构建责任机制。研究制定了《落实抓乡促村强化党
建责任八条措施》，制定问题、任务、责任“三个清单”。二是健
全服务机制。全力打造“区级服务大厅+乡镇服务中心+村级
服务站”三级党群服务网络体系，推广“1+5+N”服务模式，解
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三是强化经费保障机
制。按照每个村工作运转经费不少于 2万元、服务群众经费
不少于 3万元、党建经费按照每名党员100元拨付经费，确保
党建经费落地见效。 （李嘉）

完善机制增动力 加强脱贫攻坚“保障点”

按照“一切工作为了脱贫攻坚、一切工作围绕脱贫攻坚、一切工作
让位脱贫攻坚、一切工作保障脱贫攻坚”的要求，驿城区组织城区街道
与8个乡镇结成帮扶对子。在结对帮扶中，东风街道办事处帮助老河乡
组织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改善人居环境，购买健身器材和办公用品等；
人民街道办事处投资211余万元，对沙河店镇4个贫困村进行人居环境
改善整治；雪松街道办事处为板桥镇3个深度贫困村进行了人居环境整
治并且制作宣传展板、标语、购买档案柜等物资总投资156万元；南海办
事处赞助朱古洞乡85万元，用于朱古洞乡人居环境整治。 （杨晓东）

构建优势互补脱贫攻坚大格局

驿城区作为非贫困县区，在全区可整合扶贫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针对因病致贫人口占比较大的客观实际，结合年度脱贫计划，在落实
医疗救助扶贫政策的基础上，探索实施了商业保险扶贫模式，取得了
良好效果。2018年 7月至 12月，人保财险驻马店市分公司已决算案
件 1110件，赔付金额 164.42万元，与上年同期（2017年 7-12月份赔
付56笔共20.28万元）相比，赔付人次是上年同期的19.8倍，赔付金额
是上年同期的8.1倍，这一模式受到全省广泛关注。 （李嘉）

探索扶贫保险新路径 构筑致贫返贫防火墙

上下联动凝聚合力
结对帮扶成效显著

张玉滚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引发教育系统热议

无私奉献者应得到尊崇和褒奖
“感动中国”的河南答卷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段伟朵）“去年
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昨晚7时，大河报创新传统猜灯谜方式，举行了一
场线上直播猜灯谜活动，在近2小时内有近60万
网友线上围观。

每逢正月十五，猜灯谜依然是一项富有仪式
感的活动。今年，大河报邀你玩点不一样的。18
日晚 7时，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线上闹元宵，答题
有红包”准时开播，两名记者变身“主播”，线上推
出 6组直播猜谜活动，现场猜谜，现场抽奖，紧张
刺激又有趣。

这些谜语中，有不少是大河报向网友征集或
者大河报记者自发编制的，谜底包括“奋”“小康”

“出彩河南”等新时代热词。
此外，大河报记者还提前向民俗灯谜专家请

教，从河南 18个省辖市民间搜集“老家新谜”，将
“滑县”“焦作”“平顶山”等河南地名、河南特色融
入其中，让传统猜灯谜形式，焕
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

需要提醒的是，19日下午
两点，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将联
合郑州部分社区办事处，奉上
元宵灯谜大联播，届时，线上线
下活动同时进行，并开启第二
轮抽奖活动。③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唐添甜）从农历
正月初一持续到二月初二的浚县庙会，将在正月十
六（2月20日）迎来观光客流量最大、表演项目最多
的高潮。无法到现场，一样能狂欢。届时，大河报·
豫直播团队将在浚县庙会现场为您带来全时段不
掉线的高清直播，让您不错过每个角落的精彩。

浚县庙会又称浚县正月古庙会，至今已有约
1600年的历史，是浚县一直保留的一项传统民俗及
民间宗教文化活动，被加拿大学者评价为“中国的狂
欢节”。近几十年来，浚县庙会以浓厚的古风民俗特
色，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万游客，并于2014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庙会的会期长，规
模大，其中最不容错过的高潮就在正月十六。

大河报·豫直播已连续 2年对正月十六的浚
县庙会进行直播。2018 年浚县庙会直播，曾引
发 200万网友观看参与。为响应网友要求、探寻
本地人推崇的特色，今年的直
播将邀请浚县热心观众张雪超
作为特约主播。他的儿子也是
今年庙会社火表演者中的一
员。记者将全程在线与网友互
动，实时打卡网友心中的庙会
场景、翻牌“最感人的评论”并
送礼。③8

2月13日22时34分，河南高速公安微
博首发相关内容。此后，人民网、新华网、中
国广播网、央视新闻微博等多家媒体转发。
截至2月18日9时，相关报道视频播放量达
475万次，全网相关报道5346条。

传播数据：

475万

这个雪天，收获感动无数

大河报直播猜灯谜
60万网友围观参与

融媒矩阵

扫描二维码
看直播回放

浚县庙会正月十六迎高潮
豫直播将全时段直播

扫描二维码
下载豫直播

新闻事件：2月 13日，暴雪突袭河南。大雪封路，连霍高
速三门峡段不少车辆滞留。沿途8个高速交警支队、大队联
合高速路政，用警车带道，雪夜接力 500多公里，护送 3500
多辆车平安驶离河南。

守护平安 高速公安接力护送滞留车辆

2月 14日 7时 16分，东方今报首发
相关报道，央广网、新浪网、凤凰网河南频
道等转发报道，梨视频微博发布相关视
频。截至 2月 18日 9时，视频播放量达
44.2万次。

传播数据：

44.2万

新闻事件：2月 13日，郑州市，因受降雪影响，一辆上高
架桥的 120急救车突然雪地打滑上不去坡。环卫工人宋红
彦看到后，立即上前用双手抵住，并帮助推车上桥。宋红彦
说，急救车出行，时间是很宝贵的，换谁都会这样做。

大雪中急救车上桥打滑 环卫工帮忙推车

2月11日9时 14分，今日头条首发相
关报道，此后，大河网、洛阳网、腾讯网等多
家媒体转发报道。截至2月 18日9时，相
关报道视频播放量达6.5万次。③8

传播数据：

6.5万

新闻事件：2月10日，孟津县，因过年下雪等不到公交车，也
打不到出租车，29岁的医生张令用了5个多小时徒步23公里去
给患者看病。张令说，答应了给病人做治疗，就要信守承诺。

为给患者做治疗 医生雪天徒步23公里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冷风扑面，暮云将合，炊烟袅袅。
2月 18日下午，记者从镇平县城驾车

出发，一个半小时开了 61公里的崎岖山
路，终于到了高丘镇黑虎庙小学。

每一次来访都是新感觉。在党委政
府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共同支持下，黑虎
庙小学越发靓丽。粉刷一新的教学楼，
刚投入使用的图书馆、阅览室，宽敞洁净
的水冲式厕所，还有快捷的无线网络。
更让记者兴奋的还有沿路一排一排的香
菇大棚，它预示黑虎庙的日子会一天天
富裕起来。

晚上八点，在由上海梦想基金会捐建
的多媒体教室内，挤满了孩子和学生家长。

“张老师为什么能获奖？”
“他教课教得好！”“他给我们补过衣

服，买过新衣服，买过文具！”“张老师还背
着我过河上学！”

晚上九点三十分，张玉滚的
身 影 出 现 在 屏 幕

上，教室里一片欢腾。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黑虎庙村党支部书记张书杰说，“张老师
获得这个荣誉是众望所归，我们村包括周
围的五个村庄几千名村民都沾了张老师的
光。”原来镇平县已经决定新修一条公路，
从高丘镇直抵黑虎庙村，沿途的五个村庄
都将彻底告别交通不便、闭塞落后的日子。

记者发现，黑虎庙小学的老师余超凤
盯着大屏幕看得分外认真，她的丈夫张磊
也是同校老师。余老师是广西人，十年前
跟着丈夫来到黑虎庙，扎根在大山深处。
她说：“张老师把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黑
虎庙，这个‘感动中国’的荣誉是对他本人
的肯定，也是对镇平乃至南阳广大山区教
师的褒奖。”

颁奖仪式结束后，张玉滚的大女儿
张冰对记者说：“这次获奖是对我爸的肯
定，也是对他的激励。这辈子他舍不得
离开这个大山沟，离不开这里的山里娃，
就像老吴校长他们一样，用一生去守护
这片青山，为山里孩子们托起希望
的太阳。”③9

喜讯传到黑虎庙

舆情暖焦点

jdwt@henandaily.cn

评
论□王向前

2月18日晚8点，“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这次站在

领奖台上的，照样有咱河南人，他就是南阳市

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教师张玉滚。这是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举办17年来，

获此殊荣的第16个河南个人或集体。

河南人“感动中国”的常态化，彰显出河

南这方土地的质朴与厚重，向世人交出一份

出彩的河南答卷。

在“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晚会

上，主持人曾感慨地说：“我大概查了一下，从

河南走出来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数量，应

该在全国的省份里不是排第一就是第二。”

主持人白岩松说：“用感动这个标准去

衡量人物的时候，官职、财富、地位、地域都消

失掉了，真正的评价标准突然变得平等，这种

平等就是人性中最闪光、最美好的东西。”

近年来，河南又因势利导，通过先进典

型分级选树机制，推出大批先进典型，为培

育出彩新人提供了鲜活教材。通过“我为正

能量代言”、道德模范故事汇等形式，传扬英

模事迹、唱响英雄赞歌，激发了人们争先进

位的出彩意识。

如果从获奖名单中去挖掘感动中国的

因子，无外乎两类：或者是瞬间壮举的勇气，

或者是经年累月的坚守。其中反映出的，都

是向上向善的力量。

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长期的传统美德

熏陶，铸就了河南人淳朴善良、义气热情、吃

苦耐劳、讷言敏行、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仗

义执言、疾恶如仇、知难而上的群体性格。

孕育了无数“行动派”

的河南，在新时代更是大

气磅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让我

们向张玉滚们致敬，向他

们靠拢。③8

网友“悄悄话”：回乡甘做孩子王，

原来英雄是书生！中国好人，河南从不

缺席！感动，那样的艰苦条件，他还能

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给山区教育

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正是有了无数个

“张玉滚”式的乡村教育植梦者，山里娃

才会有梦想的远方！

网友“大河说事”：此生能遇到这样

的老师，真是幸运啊！当你们走出大

山，记得再来看看这位老师。

网友“农夫三拳”：一个普通的河南

人，一个不平凡的老师。中原的山水孕

育滋养着民族最宝贵的精神。给像张

老师一样在普通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

民教师点赞。

网友“唐老鸭”：善良的老师，太伟大，

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名利所累，身接地气、教

书育人，让青春在奋斗和坚守中绽放光芒。

网友“羊羊快跑”：感动您的坚持，

大山中走出个人才实属不易，有您这样

的老师，山里的孩子才有未来的希望，

才能更好地实现梦想。③9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整理）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王怡然 整理）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陈冠男）
我们都是追梦人，欢天喜地闹元宵。2 月 19 日
（农历正月十五）15:00，“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活
动——2019“暖暖新年 中原春早”手机网络元宵
联欢将全网直播。

据悉，“暖暖新年”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5年，
成为我省新民俗文化品牌。本次活动由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主办，大河数字、河南法
制报、河南手机报等承办，将
给观众带来一场手机屏幕上
的视觉盛宴，演员既有艺术名
家，也有农民歌手，还有网红
明星，功夫、相声、小品等都将
精彩呈现。③9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活动

手机网络元宵联欢今日直播

扫描二维码
看直播

大河网专题

颁奖典礼现场颁奖典礼现场。。②②2525 张伟华张伟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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