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远望

商城县簪子河村第一书记陈铁帮，

一个月走遍十多平方公里不通路的深

山区，“爬岭翻山过草地，腿上常挂大蚂

蟥”；滑县闫河屯村第一书记齐

尚山，拖着身上的两根透析管

坚守扶贫一线……近年来，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我省涌现出

一大批扎根基层、敢于攻坚、以

民为先的扶贫干部先进典型。

好铁要经三回炉，脱贫攻

坚第一线就是干部成长的“大熔炉”。

脱贫攻坚环境艰苦，越是艰苦环境，越

能锤炼党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

队，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扶贫干部与

困难群众干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

起，树牢的是理想信念，检验的是责任

担当；脱贫攻坚情况复杂，越是复杂情

况，越能提升本领。金融扶贫“卢氏模

式”、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模式、扶贫车间

带贫模式、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

养“上蔡模式”……我省种种扶

贫先进举措，都是“大熔炉”磨

炼锻造的结晶。啃“硬骨头”、

下“绣花”功夫、以钉钉子精神

反反复复地去抓，通过一次次

脱贫攻坚的实践历练，干部作

风更加务实，精气神越来越足。

温室里长不起参天大树，圈棚里

养不出千里战马。在脱贫攻坚这个

“大熔炉”里挥洒汗水、锤炼作风、提高

本领，我们才能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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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5月 21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1 日到陆军步兵学院视
察。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
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强化政治保
证，把好办学定位，深化改革创新，全
面提高办学育人水平，为强军事业提
供有力人才支持。

五月的赣鄱大地青山苍翠，碧水
如练，南昌英雄城生机盎然。上午10
时许，习近平乘车来到陆军步兵学
院。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
见驻江西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
建制团级单位主官、陆军步兵学院本
部正团职以上干部和石家庄校区主
官、专家教授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学院训练场上，学员们生龙活
虎、喊声震天，一派实战化练兵景
象。习近平走到障碍训练场旁，察看
学员进行障碍训练情况。极限训练

对于锤炼学员体能极限、意志极限、
心理极限，提高战场适应能力很有意
义。习近平步行进入极限训练场，详
细了解有关训练设施和训练情况。
学员们进行了阻绝墙跳水、翻越懒人
梯、跨越步步高、翻越高墙、攀爬云
梯、攀越高空荡木桥、扛圆木等训
练。看到学员们摸爬滚打一身泥水，
迎着障碍一往无前，习近平很高兴。

离开训练场，习近平来到学院红
色资源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学院坚
持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红色基因铸
魂育人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习近平
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对学院做法给予
肯定。习近平强调，要把红色资源运
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
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

随后，习近平听取学院工作汇
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办什
么样的院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
办学育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习近
平指出，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必

须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深入
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委党
的建设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把政治建军要求落
实到办学治校各方面和全过程。军
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
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
才。要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
办学活动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要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规律，把握陆军
转型建设要求，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
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
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
精准对接。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长远
谋划，拿出科学的目标图、路线图、施
工图，一张蓝图抓到底。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改转并举，
大胆解放思想，加强实践探索，加快
推进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推动
实现高质量发展。（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5月，微风吹过田野，滑县
白马坡、长虹坡高标准农田内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
相连、旱能浇、涝能排，一望无际的小麦逐渐泛黄，预示着
又是一年好收成。

仓廪实，民心安。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全面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住“三农”基本盘
进行了不懈努力。“十二五”以来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400
万亩，平均每亩提升粮食产能 150斤，为河南粮食产量连
续 13 年稳定在 1000 亿斤以上，并先后跨上 1200 亿斤、
1300亿斤两大台阶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原粮仓”越来越稳
固，不断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牢记嘱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2014年 5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
镇沈家村的高标准农田视察时，嘱托当地干部群众要抓好
粮食生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寄语河南要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这两天，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村民沈
永平看着即将收获的小麦，满脸喜悦。“2014年，习近平总书
记就是站在这块地里，提出了粮食生产这张王牌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的要求。今年的小麦长势好，又将会是一个好收
成。”沈永平说。

在尉氏县，高标准农田面积比几年前翻了一番，沈永
平家的小麦一亩地比过去平均多打 100多斤。我省持续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像老沈一样的“老把式”种地有了

“底气”。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近年来，我省不断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持续化、规模化，统筹整合中央和省级安排的
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治、新增千亿斤粮食工程、农业综合
开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科技推广等相关涉农资金，
集中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探索积累可复制、能推广的经
验，提高涉农资金管理效能和使用效益。

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黄幸福介绍，“十二
五”以来，通过突出重点、连片治理、规模开发，全省累计投
入700多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5400万亩，相继建成了一大批规模为3万亩、5万
亩、10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高标准农田，为全省粮食持续高产稳产提
供了保证，筑牢了‘中原粮仓’的根基。”

建好用好，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尚庄村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和长葛市交界处，以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小麦亩
产只有六七百斤。1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成后，亩产达 1000斤以上。尚
庄村的变化，是当地建好用好高标准农田、保粮稳粮增收的一个缩影。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视察陆军步兵学院时强调,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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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电 5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致贺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个人的名义祝贺他胜选连任印
度尼西亚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印度
尼西亚同为发展中大国，在双边、地区和
多边层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是天然合
作伙伴。近年来，两国以共建“一带一
路”为契机，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各

领域务实合作成效显著，双边关系步入
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我高度重视中印尼
关系，愿继续同佐科总统共同努力，引领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过去五年基础
上更上一层楼，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印尼当选总统佐科致贺电

亲爱的考生、尊敬的家长：
2019年高考在即，百万考生怀揣

梦想，奋力迎考；千万家长满怀希冀，
悉心护考；数十万工作人员全力以赴，
精心组考；全社会各界人士热情高涨，
踊跃服务。让我们同频共振，齐心协
力，人人争做出彩“赶考”人。

打造和谐高考。广大考生十年磨
砺，充满自信。将要迎战高考，务必轻
装上阵、淡定从容，以平常心看待高考，
以必胜心应对高考。家长朋友与孩子
朝夕相伴，对孩子了如指掌，务必理性
对待孩子、正确引导孩子，减负降压、关
爱如常，营造和谐宽松的家庭氛围。社
会各方面会温情关注高考，不升温聚
焦、不过度炒作。我们会精细准备考

务、精准组织高考，全力为考生提供安
全、清静、适宜的高考环境和条件。

打造平安高考。年年高考面临多
端天气变化，今年高考又恰逢端午假
日。高考工作人员将放弃休息，投入
高考组织管理、保障服务工作，综合整
治考试环境，加强交通疏导，发布温馨
提醒，指导服务考生应考。考生要保
持良好身心状态，按照考试规则和要
求顺利参加高考。带好、管好身份证
和准考证，提前查看考场、参加入场演
练，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饮食安全，做
好出行准备、防止发生意外。家长朋
友要帮助孩子合理安排赶考计划，选
择合适出行工具，确保按时到达考点，
顺利完成考试。

打造人文高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真正把考生的事当大事。我们会
把考生当孩子、把自己当家长、把家长
当亲人，全心全意为考生服务。我们
将营造高考温馨氛围、开通咨询服务
电话、发放考生指南、开辟绿色通道
等，对残障考生特别安排，对困难考生
予以关照。社会各界会积极提供多种
方式“爱心助考”，大力服务高考。广
大家长要弘扬平等竞争的高考精神，
积极做高考支持者、志愿者、服务者。
考生要勇于接受国家挑选，在绚丽的
高考大舞台上，无问西东、自成芳华。
成才之路千万条，高考并非唯一条，继
续教育、职业教育、出国留学等都是实
现人生梦想的通途。

打造诚信高考。全省实行“无声
入场”，统一配备文具。考生要规范着
装，保证顺利入场。遵守考场纪律，服
从监考管理。规范做题答卷，务求字
清卷净。慎重选报志愿，尊重录取结
果，按时报到入学。考生人人都签订
了“诚信考试承诺书”，要言而有信、守
诺践行，拒绝投机取巧，远离自作聪
明。家长朋友更要提高警惕，不轻信
售卖高考试题答案谎言，注意区分普
通高考与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远程网
络教育、留学培训等差别。高考试卷、
评卷细则等都是国家保密材料，要求
严格管理、万无一失。我们会确保考
生成绩真实准确，维护高考公信力和
权威性。

打造公平高考。维护高考公平公
正，大家真是蛮拼的。多个部门协调
联动，通力合作，深入开展专项行动，
严 厉 打 击 涉 考 犯 罪 。《刑 法 修 正 案
（九）》等法律法规利剑高悬，违法犯罪
法网难逃。全省考场都是联网联控标
准化考场，考试期间全程录像、同步视
频监考和网上巡考，所有入场信息、考
场行为都将被全程记录，所有违规违
纪行为都将被严肃查处。我们将和广
大考生及家长朋友一道，共同抵制任
何舞弊行为，致力营造风清气正高考
环境，努力让广大考生享有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我们：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人生原本就是考场，青春就是一
份试卷。让我们牢记嘱托，不辱使命，
以责任之心、以奋进之笔，共同书写河
南高考的出彩答卷！

信访咨询电话：0371-55610639
监督举报电话：0371-68101616
邮箱：jiancha@heao.gov.cn
网址：www.heao.gov.cn
通信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

河路1号
邮政编码：450046

河南省高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委员
会办公室

2019年5月 15日

致全省2019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公开信

军队院校

创意华夏 时尚新密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5月 21日晚，2019中国（河南）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暨青年时尚创意文
化节在新密曲梁豫发米兰小镇开幕。本届时装周以“创意华夏 时尚新
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时
装设计师、设研机构，以及100名国家级行业专家、国内产业链供应商、近
90所高校的积极参与。

据悉，在 5月 21日至 27日时装周期间，还将
举办 25场服饰大秀、5场高端会议、1个大师
精品展、2场国际高端论坛、2场与大师面对
面、1场名企英才见面会等活动。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