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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发展乡村新
型服务业，打造更多‘颜值高’的
特色村庄，让群众在奔小康的路
上越过越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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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创客心语

小时候家里穷，我没少吃苦，走过

街串过巷，漂泊过迷茫过，但是读书给

了我力量，故土给了我施展才华的空

间。奋斗了十几年，我终于在生态农业

领域找到了事业发展方向。生产绿色

食品不仅前景广阔，也是一种责任和担

当。小葡萄可以做成大产业，返乡创业

有机遇、有梦想，大有可为，在田野上可

以写下最美的诗篇。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郑伟伟 整理）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尹海涛
本报通讯员 王新峰

“出发，今晚对公车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4月 29日晚 8时许，省委第十二巡视组
对某县 10 个单位 42 辆公车使用情况进行

“突袭”暗访，结果发现一些公车使用不规范
现象。

在当前正风肃纪高压态势下，依然有人
顶风违纪、违规使用公车，这让随队检查的
巡视干部王海鑫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些单
位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纪律松弛导致的，于
是建议对这些单位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进
行深入检查。

王海鑫首次参加省委巡视工作，已经能
从一些表面现象中“找病根”，用政治眼光发
现、分析问题，按照他的话来说，“完全得益
于巡视进驻前的那场集中培训”。

十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启动后，考虑到此
次配备 13个巡视组的“强大阵容”，抽调的

“巡视新兵”较多，为尽快让巡视干部进入角
色，深刻领会巡视工作重点和开展工作的方
式方法，省委巡视办对 448名巡视干部进行

了一场针对性极强的巡前专题培训。
来自省辖市发改委的张晓春也是首次

参加省委巡视，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培训
师资的“配置豪华”。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正晓，省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孔昌生对本轮巡视进行安排部署，
提出具体要求；省委巡视办主任袁永新和经
验丰富的巡视组组长精心准备了巡视业务
专题辅导；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委扶贫办、省
委党校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对本轮巡视所涉
及领域的重点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巡视
干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政治巡视的重点。

“这场培训就是一场‘及时雨’，传授巡
视方法，拓宽业务视野，有很强的指导性，让
我们增强了工作能力。”张晓春来之前还有
些惴惴不安，但通过这次科学周密的课程培
训后，“心里才算有了底”。

来自基层组织部门的王海鑫更是在此
次培训上实现“本领升级”，对巡视工作有了
更深的理解。

采访中，他拿出一直保存的培训课程表
给记者看，课程设置既强化政治要求，又突
出基本理论、业务知识、监督重点、规范程
序、方式方法等内容。如省委巡视办主任袁
永新的《坚持问题导向、把准关键环节，高质
量完成十届省委第六轮巡视任务》、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尹书博的《坚持守正创新，切实
做好意识形态巡视工作》、省委第九巡视组
组长郑俊峰的《如何从政治巡视的视角精准
发现问题》、省委巡视办副主任郭佑安的《站
在政治的高度把握好巡视工作流程》、省委
党校郭献功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省委扶贫办陈仁辉的《当前扶
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等课程，还有《准确
把握巡视重点问题，提高巡视报告质量》《信

访件和问题线索的办理》《巡视巡察发现问
题线索管理系统操作讲解》《参加十九届中
央巡视第一、第二轮巡视工作体会》等贴近

“实战”的课程。
王海鑫说，这些课程内容丰富、结构合

理，理论性强、实用性高，对于像他这样的“新
兵”来说，是一次入门级的巡视业务提升课。

而参加过多轮省委巡视的谢敏杰则对
此次培训课程透露出的政治巡视“新内涵”
记忆深刻。他说，很多课程都提到了准确把
握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责任使命，对高质量做
好新时代巡视工作提供基本遵循。

通过培训和学习，谢敏杰对政治巡视的
理解也更加深刻：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
能否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把握政治巡视内
涵，决定了巡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决定了
巡视工作是否具有生命力。本轮巡视要紧
紧围绕“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扣党组织政
治责任，发现和推动解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的责任
问题、腐败问题、作风问题以及违反“六项纪
律”“七个有之”问题，重点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③6

一张课程表，折射政治巡视新内涵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暮春早夏潇潇雨，葡园竞翠，层层碧海
万重波……”

这是武陟县天惠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杨鑫龙创作的诗歌。点开他的朋友圈，
满屏的诗情画意。其实，杨鑫龙每天面对的
是冰冷的加工机械和沉默的葡萄树，但他用
自己的努力，在田野上写下了最美的诗篇。

杨鑫龙高考落榜后，到苏州打工从事机
械销售，2009年带着学到的本领返回家乡武
陟县创业，成立了一家机械制造公司。

2013年，杨鑫龙敏锐地意识到农业将迎
来大发展，于是在武陟县西陶镇成立了天惠生
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建成天惠生态农庄。该合
作社以葡萄种植为主，建成了该县最大的有机
葡萄种植基地。凭借多年的管理经验和读书
心得，杨鑫龙将工业标准化思维运用到日常种
植和管理中，在农庄推行“农业工厂化”理念。

“每亩地种植 235株葡萄树，株距 75厘

米，行距 3米，通风顺畅，从根本上防止果树
出现病变。”5月28日，杨鑫龙告诉记者。

在整齐有序的农庄里，葡萄藤缠绕在架
子上，藤下的野草肆意生长，杨鑫龙说，农庄
采用除草机、投放鹅鸭等物理方式除草，杜绝
化学除草剂，保证葡萄生长全程无公害。

2018年，天惠生态农庄的有机葡萄被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级绿色食品，
丰收时节前来批发的货车络绎不绝，不少周
边群众也前来休闲、采摘。

优先流转贫困户土地、优先吸纳贫困户
务工、优先向贫困户传授技术，天惠生态农庄
成立之初的“三个优先”让乡亲们享受了实
惠。土地流转让村民腾出手来，放心外出打

工；在家留守的乡亲在农庄也能找到活儿干；
葡萄采摘旺季，农庄还会雇用大量临时工。

2015年，天惠生态农庄被确定为武陟县
农业生产培训实训基地，针对贫困户开展种
植业、采摘特色产业等实用技术培训。

目前，天惠生态农庄共举办培训实践课
近30期，培训贫困人员1300多人，直接带动
500余人从事特色种植。2017年，天惠生态
农庄被评为省级示范合作社，杨鑫龙也获得
了“焦作市优秀农民工”“武陟县年度经济社
会发展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

去年，杨鑫龙又领着大家种植冬桃，还
酿起了葡萄酒。产业链延长了，工人一年四
季都有活儿干，杨鑫龙也进一步尝到了规模

化经营带来的甜头。
再过 60多天，一年一度的天惠生态农

庄葡萄品鉴盛宴就要到来，庄园的宁静将
被打破，迎来人来车往、果香四溢的鼎沸时
刻……③8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在许昌烈士陵园革命纪念碑北侧的著名烈士墓区
内，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鄂东行署主任贺建华烈士
的纪念墓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之间。

在园内革命烈士纪念馆的一楼西侧展厅，贺建华
的生平和照片被布展在十分显眼的位置。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追忆那段革命先辈用鲜血谱写的峥嵘岁月，贺
建华的故事是他们必讲的内容。

贺建华，原名贺仲莲，1908年生于许昌县贺庄村。
他19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校期间，他和学校的进步
人士以采集植物标本为掩护，调查了解许昌县部分农村
情况，并向群众讲解革命道理，播撒了民主革命的火种。

1932年，贺建华被北平地下党组织派到秦皇岛，
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次年，他回
到许昌，以其父的名义创办了私立许昌灞陵中学，并被
任命为许昌县教育局局长。利用合法身份为掩护，贺
建华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一二·九”运动之后，贺建华等人按照上级部署，
开始以许昌为中心，秘密组织“中华抗日救国北路军”，
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叛徒告密，暴动夭折，贺建华等人
被逮捕。在狱中一年多时间里，虽屡遭严刑拷打，但他
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在组织多方营救下，
他才获释出狱。

1938年秋，伤病未愈的贺建华就积极要求恢复工
作。经他再三恳请，中共河南省委派他到豫鄂边区腹
地的经扶县（新县）做党的地下工作。

在豫鄂边区战斗的8年，是贺建华一生中最艰苦的8
年，也是他功绩最显著的8年。8年间，他历任中共罗礼
陂孝中心县委书记、豫鄂边区行署秘书长、鄂东专署专
员、鄂南专署专员、鄂东行署主任等职。他积极宣传党的
抗日主张，组织带领广大农民开展艰苦的对敌斗争；他开
辟与巩固抗日根据地，切实开展群众工作，减租减息、发
展生产；他几乎忘掉个人的一切，全身心投入繁重的工
作，两个孩子都因条件艰苦，未能得到及时医治而夭折。

1946年春，国民党军包围豫鄂边区，贺建华临危不
惧，坚持要留下来，在大别山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掩
护大军突围。在中原突围战斗中，贺建华带领部分地方
干部，充分发挥地熟人熟的优势，在蕲春县西北部仙人
冲一代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敌人周旋。后因叛徒告密，贺
建华等人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落入敌人之手，惨死在敌
人的屠刀之下，时年38岁。

“贺建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
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为开辟和建设豫鄂
边区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金焕芝动情地说，“饮水思源，我们要铭记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使之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强
大动力。”③6

贺建华：

矢志革命 战斗一生

在田野上写下最美的诗篇

5月 27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国际新城蝶湖水域碧波荡漾，水系景观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滨河国际新城总占地面积约16.77平方公里，拥有曹古寺水库、蝶湖、潮河等景观
资源，区域内的水系面积约1300亩，建成后将成为郑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5月 29日，由省文明办、省
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主办的“出彩好少年
增辉新时代”——2019年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
事迹发布活动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举办。

本次活动对10名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进行了发布，他们是今年全省各地“新时代好少年”学习
宣传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热爱学习优秀传统文
化，熟读中华诗词经典的诗词好少年邓雅文；懂事明理、
勇敢生活，继承优秀家风的家风好少年王婷；乐观向上、
照顾重病父母的孝心好少年赵晋豫；立志唱好豫剧，被
誉为“豫剧小黑头”的戏曲好少年王子阳；宣传宪法法律
知识，人称“宪法小顾问”的普法好少年庞轶心；陪伴照
护脑瘫同学，信守承诺的爱心好少年姜仁杰；品学兼优、
多才多艺，始终保持逐梦脚步的追梦好少年朱保澄；刻
苦钻研机器人，立志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科技好少年张
炜康；后天致残、智力受损，却好学上进、兴趣广泛的自
强不息好少年黄浩然；坚强乐观、孝老爱亲，内心充满正
能量的阳光好少年张涵语。这些好少年从不同侧面展
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党爱国、自立自强、朝气蓬勃、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广大未成年人树立了学习榜样。

本次发布活动以一节公开课的形式进行网络直播，
并通过视频短片、故事讲述、现场互动等方式，生动展示
了“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鲜活的画面、深情的讲
述，生动再现了10名青少年纯真质朴、亲切感人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参加发布活动的每一位观众。发布会上，众
意路小学少儿合唱团与10名河南省“新时代好少年”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并向全省广大青少年发出倡议，“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
时代，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
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努力成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③5

2019年河南省“新时代
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彭亚奇

5月 28日一大早，舞阳县马村乡张王庄
村村民王瑞玲就在村口的蔬菜大棚基地里
忙碌起来：“一天 60元，除去休息日，一个月
下来有 1500元收入，不出远门就能挣到钱，
还不耽误照顾家里，挺好的。”

家里有个病号的王瑞玲生活一度艰
难。去年，村里安置夫妇俩到蔬菜大棚基地
务工，再加上土地流转收益等，全家收入3万
多元，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乡亲们得了实惠，我这个书记腰板也
硬多了。”张王庄村党支部书记黄俊旗说。
去年通过发展蔬菜大棚，该村实现集体经济
收入20多万元，是2016年的 10倍还多。利
用这些钱，张王庄添了绿植、建了游园，还购
买了健身器材，村民们的笑容越来越多。

记者走访时发现，像张王庄村这样走上
“发家”路的村子，在马村乡不是“孤例”。集
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比比皆是，任
桥等3个村，更是突破了30万元；截至目前，
全乡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全覆盖，年收入均在5
万元以上。各村集体经济壮大，加上招商引

资成绩突出，马村乡得了个“宝盆乡”的美誉。
但在前两年，这里还是全县的“洼地”。

2018年，舞阳县在我省省定贫困县中率先摘
帽的时候，马村乡 29 个行政村有 22 个“家
底”基本为零。产业薄弱，脱贫成效就难以
稳固，乡村振兴更难有支点，这让当地党委
政府压力很大。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马村乡
把大棚蔬菜种植作为“突破口”。

2018年年初，马村乡政府统筹整合扶持
资金 300多万元，引导各村集中流转土地近
2000亩，成立产业示范园、建设标准化大棚
96座，采取返租倒包的形式，由乡里引来的
专业化种植合作社和管理团队统一经营。

“每亩土地租金 800 元/年，每座大棚租金
4000元/年，收益通过折股量化分给各村。”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的目标是扩大
到3000亩。”

针对各村不同的实际，马村乡因地制
宜，推动产业全覆盖：村集体经济零收入的
行政村，以土地入股，参与经营；刚摘帽的贫
困村，用扶持资金搭建蔬菜大棚，出租给合
作社使用；基础条件好、班子凝聚力强的村，
与合作社携手共同发展。

“乡政府组织协调，村‘两委’整合闲散
土地，我们就能集中精力把菜种好，让更多
群众受益。”舞阳县新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师新周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与山东
寿光一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在园区实现了

“订单种植”，把市场风险降到最低。
“‘种菜’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下一

步，我们将重点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打造
更多‘颜值高’的特色村庄，让群众在奔小康
的路上越过越舒心。”马村乡党委书记王二
星说。③3

村集体经济托起“宝盆乡”

5月 28日，在永城市李寨镇华彬家庭农场的600
亩桑果园内，农民正在采摘成熟的桑葚。近年来，当地
大力发展桑葚种植，不仅让村民鼓起了钱袋子，还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⑨6 孙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