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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早饭前梳理全组当天工作，形成
任务清单；上午带着问题下沉调研，下
午对组长交办的几项重点工作一一紧
盯落实；晚饭后又领着几名巡视干部
讨论起草巡视报告。”5月 24日，省委
第八巡视组巡视干部张志乔在紧张忙
碌中度过了一天。

省委第八巡视组本轮巡视新乡市
三个县（区），今年33岁的张志乔担任
其中一个分组的联络员，发挥着组内
承上启下、组外协调各方的“中枢”作
用。而他在本轮巡视中的驾轻就熟，
源于去年参加的三轮省委巡视中经历
了严格的磨砺和锤炼。

“志乔到省委巡视办报到的第一
天，就背起行囊跟着我们下去巡视。”
省委第八巡视组组长魏治功介绍，张
志乔从南阳市政府办公室遴选到省委
巡视办工作，去年正月初七到新单位
报到后，恰逢十届省委第三轮巡视启
动，直接被送到培训基地与巡视组会
合，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巡视。

“以前没参加过，对巡视工作‘两
眼一抹黑’，惴惴不安，压力很大。”张志
乔说，为了迅速进入角色、胜任岗位，他
专门建立学习资料库，文件讲话、制度
规定、新闻报道、学习课件……对能找
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利用一切有效时
间学习“补课”。

巡视组领导的言传身教，更是让
张志乔受益匪浅。巡视某县（区）时，
党委汇报材料中显示招商引资落地项
目的数量和体量明显与实际情况有出
入，魏治功拿着被巡视单位提供的项
目清单，带着张志乔等巡视干部，冒着
高温酷暑，一个一个现场查看，最后证
实了数字“注水”造假的事实，结合发
现的其他方面问题，认定并坐实了该
地党委政绩观、发展观不端正的事
实。“魏组长的问题意识、较真劲头和
务实作风，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也让
我对巡视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

志乔说。
孩子出生 8天就随巡视组出征，

用脚步丈量被巡视地方的贫困村，背
着方便面矿泉水开展调研……“巡视
队伍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敢担当、
特别讲奉献的群体。”三轮巡视下来，
张志乔经常被发生在身边的事迹感动
着，“同事们对巡视工作的坚定信念和
执着精神，对我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
鞭策。”

巡视是个大熔炉，不仅让张志乔
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巡视本领，也铸就
了他忠诚于党的政治品质，更激发了
他主动创新作为的精神。

巡视谈话是巡视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关系到整个巡视工作的质
量。省委第八巡视组创新方法，谈话
前针对不同对象设计谈话提纲、制定
谈话策略，促使谈话内容更加精准。
在巡视中，张志乔琢磨出了一些自己

的谈话技巧：在谈话桌上摆放党旗、党
章和《巡视工作条例》等，谈话前共同
学习部分内容，营造庄重、严肃的谈话
氛围，无形中增强了被谈话人的政治
意识和重视程度，能收到更好的谈话
效果。

本轮巡视，省委第八巡视组新抽
调人员较多，作为一名年轻的“老同
志”，张志乔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经常指导帮助刚参加巡视的新人。

“志乔很敬业，也很精业，在基层
工作时间较长，熟悉基层情况，分析总
结问题很到位，又有巡视经验，只要遇
到不懂的事，我们都会找他请教。”首
次参加巡视的王红闯说，张志乔房间
内放着 4把椅子，经常因为人太多不
够坐，就站着讨论问题。

巡视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也丰
富而充实。张志乔说：“作为巡视干
部，我们肩负着省委重托和群众期待，
要发挥好‘尖兵’和‘利剑’作用，让群
众感受到巡与不巡不一样、巡前巡后
不一样，感受到巡视人在时刻践行着
初心和使命。”③9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我的父亲效信趁是一名潜伏英
雄。他离开时，我还不满 10岁，所以
他的很多事迹我都是通过别人的讲述
了解的。”5月 30日，记者来到河南农
业大学家属院，见到了效信趁烈士的
大女儿效英丽。她家的客厅里摆放着
一张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
书，在这张证书前，效英丽讲起了父亲
的故事。

效信趁，原名润卿，学名展，字信
趁，1912年 9月出生于舞阳县保和乡
魏庄村。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就读，17岁考入
开封省立高中。“九·一八”事变爆发
后，效信趁在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

“新兴教育社”的引导下，参加了抵制
反动教育。

193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
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一二·
九”学生爱国运动等。1936年大学毕
业后，他回到家乡，以国民党舞阳县
政府职员的身份，积极投身于抗日宣
传活动，并加入了“ 舞阳青年救国
会”。

效英丽说，“父亲于1939年 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从事地下工作，他
只与中共舞阳县委书记胡田希保持特
别关系。”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
第一次反共高潮，效信趁根据中共豫
中地委和舞阳县委指示，加入国民党
政权系统中，先后担任舞阳县第三区
（北舞渡区）区长、国民党地方行政人
员训练所教育长、舞阳县中学校长，暗
中掩护革命同志。

“身处特殊环境中的父亲在工作
中机智果敢，帮助不少地下工作的同
志化险为夷。”效英丽讲了一个掩护的
故事：1942年 4月的一天，时任舞阳县
中学校长的效信趁，发现国民党反动
派图谋抓捕共产党员胡赞虞。当天夜
里，他找机会悄悄对胡赞虞说：“县政
府要抓你，你今晚必须离开这里。现
在你回去写封信，就说找到了别的工
作。”说着，他拿出 150元法币交给胡
赞虞作路费。胡赞虞连夜离开舞阳，
奔向延安。

效信趁在地下工作中是无名英
雄，在抗日战争中是坚强的革命战
士。1944年 4月，效信趁等以国民党

“方宝动员区抗日游击纵队”的名义，
组建抗日武装，并任支队长。1945年
年初，重新组建抗日武装“效信趁支
队”。同年 4月，支队在新四军驻地遂
平县李兴楼被编为“豫中游击兵团叶
舞支队”，效信趁任支队长。随后，叶
舞支队编入八路军河南军分区三支队
陈先瑞部，效信趁任河南省军区政治
部秘书处秘书。

抗战胜利后，效信趁积极参加了
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46
年 9月，效信趁在保康地区的一次战
役中，被国民党军包围，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34岁。

“父亲从 1944年随部队离开后就
没有了音信，经过多方寻找，直到
1987 年，我们才知道了他牺牲的消
息。”效英丽说，如今，每到清明节、烈
士纪念日，她和两个弟弟都会带着儿
孙们回到舞阳，在烈士纪念碑前为孩
子们讲述父亲光荣的一生，“我经常告
诉孩子们，无数像父亲一样的革命先
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一定要铭记历史，珍惜这
个美好的时代，更加热爱党、热爱祖
国。”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一边是受到现代文明冲击、陷入
困境的众多非遗项目，需要传承、更需
要创新发展，一边是要让孩子更好地
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如何
找到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的结合点？

在拥有丰富舞台经验，一直致力
于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河南艺术中心
负责人看来，打造非遗系列儿童剧，讲
好河南传统文化故事，是行之有效的
传承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我省首
部非遗儿童剧《钧瓷娃娃》应运而生。

今年“六一”前夕，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钧瓷”为主题的儿童剧《钧
瓷娃娃》如约与观众见面，甫一亮相便
圈粉无数，无论是题材、故事情节还是
舞台呈现，都赢得了家长、孩子以及专
家的认可。6月 3日下午，该剧主创团
队及专家再次相聚在河南艺术中心，
为该剧开启全国巡演之旅，继续打磨
提高剧情。

《钧瓷娃娃》讲述了钧瓷世家少年
无双，为了能够烧制出举世无双的钧
瓷作品，带着一对泥塑娃娃来到森林
深处寻找传说中的神奇窑洞，历经艰

难险阻，最终得偿所愿烧制出“无双宝
瓷”。该剧的一大亮点是，舞美的流光
溢彩、声光电技术与钧瓷“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结合堪称“天作之合”。
再加上裸眼3D技术与动画、动漫元素
的融合，让孩子们紧跟剧情开展了“钧
瓷烧制”的奇妙旅程。

“没想到本土的儿童剧做得这么
棒，无论是舞台制作还是故事表达，一
点也不亚于引进的国外剧目。”带着儿

子观看首演的马女士笑着说，“我儿子
才三岁，他却说看懂了，我想‘钧瓷娃
娃’已经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在制作原创儿童剧方面，河南艺
术中心拥有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先后
推出“十二生肖”系列《小马过河》《披
上狼皮的羊》《猴子王》《勇敢的鸡宝
宝》四部高质量的儿童剧，不仅填补了
河南儿童剧在原创领域的空白，更在
全国巡演过程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其中，《小马过河》于去年一举夺得中
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最佳动漫作品
奖”，这是河南首次获得该奖项，实现
了零的突破。

此次，《钧瓷娃娃》将众人熟悉的
“钧瓷”搬上舞台，是对河南非遗文化一
次创新性发展。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
仕俊说，创新是文艺作品的生命力。
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依托非遗打造并
叫得响的儿童剧。我省作为非遗大
省，非遗种类丰富多彩，我们决定依托
非遗开辟儿童剧新领域，目的仍是希
望把传统文化植根在孩子们心里。“同
时，我们也将推动‘钧瓷娃娃’形象向文
化 IP转化，衍生相关文创产品，实现经
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最终促使

‘钧瓷娃娃’成为河南一张靓丽名片。”
在业内人士看来，《钧瓷娃娃》将会

给“河南非遗”的活化带来很好的启发：
它不仅是一部儿童剧，还是文旅融合的
产物，相信通过全国的巡演，会给全国
各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吸引更多的人
追根溯源到“钧瓷”的老家神垕镇看一
看，为河南旅游发展注入新动能。

从《小马过河》到《钧瓷娃娃》，河
南艺术中心主动作为，闯出了一条独
特的演艺道路，让河南原创儿童剧实
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优到强，
并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展示了河
南演艺新成就、新形象。③9

我省推出首部原创非遗儿童剧《钧瓷娃娃》

非遗“活”起来 文化“炫”起来
基层亮点连连看

效信趁：地下工作中的无名英雄

一名普通巡视干部的成长轨迹

香包，是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今年 63岁的芦爱玲出身于香包世家，是河南省郑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代表性传承人。芦爱玲对民间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继承了奶奶
的香包制作技艺，很注重造型的创新，制作出摆件、挂件等多种香包。 新华社发

▲芦爱玲在查看展出的香包（6月2日摄）。 ▶芦爱玲正在制作香包（6月2日摄）。

“香包奶奶”匠心传艺

《钧瓷娃娃》剧照

（上接第一版）
在深入一线暗访、倾听企业心声、

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生态环境系统不
少干部职工认识到，坚持依法治污，既
要严管，更要帮扶。今年春节期间，省
污染防治攻坚办副主任、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王仲田在调研中提出，铁腕治
污与贴心服务“两手抓”，推进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
促进”，积极转变作风，真诚帮企业解
难，促进绿色发展。

“不少企业在环保加严的形势下，
多少都有了环境意识，但目前部分领
域的治污市场存在着假冒伪劣，让企
业在治污中充满顾虑。”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开展“千名专家进百
县帮万企”，就是要让企业治污少走弯
路，通过搭建技术服务平台，组织专家
把脉问诊，找准企业污染治理的“痛
点、堵点、难点”，最终找到科学合理、
质优价廉的解决方案。

【变化之二】 企业从害怕暴
露问题到主动找专家

由于信息不畅，企业在转型升
级、环境治理中各自为战，不少企业
难以找到价廉、效果好的技术，致使
部分企业大量投入环保，但成效并不
明显。“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企”绿色
发展服务活动刚开展 3个月，部分专
家对一些行业的企业只进行了初步
的调研排查，就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服务。

专家的一条建议，让范银仓很服
气。针对他所在企业的情况，现场指
导的专家提出，脱硫时可用片碱来替
代过去使用的烧碱。仅仅这一条建
议，不但治污有效果，还使一块砖节省
成本三分至五分钱。

“企业得到了帮助，从害怕暴露问
题，到主动提出问题寻求解决。”焦作
市新科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文锐深有感触。他说，这次活
动切实解决了令企业头疼的问题。

焦作市新科资源综合利用开发
有限公司是一家危险废物利用企业，
把聚氯乙烯残液变废为宝，处置成二
氯乙烷等化工原料。专家来该企业
排查，发现十多处环保隐患，提出了
改造方案，需要安装雷达液位远传系
统、卸车液位超高连锁启停装置、视
频实时监控系统等设备。投入不小，
全靠自有资金，企业有困难。为此，
有关工作人员牵线搭桥，引荐当地的
银行为企业融资 400 万元。由于危
险废物跨省转移政策收紧，可能会导
致该企业“吃不饱”。在了解到该企
业对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已达到

100%后，焦作生态环境部门又与省
直有关部门协调沟通，避免政策“一
刀切”。

这样的帮扶事例还有很多。截至
目前，全省累计出动专家 3600 余人
次，服务企业 1962 家，帮助企业发现
各类问题 9397 个，提出建议近万条，
有效服务了企业治污增效和绿色发
展。

【变化之三】 治污供需从交
流不畅到有序对接

为破解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开
展活动的专家通过常驻企业、结对子、
搭建绿色发展平台等措施，帮助企业
提升治污能力，有力推动深度治理和
环境精细化管理。

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是开展
治污服务较为成熟的一个园区。该
园区有化工、冶炼、涂装、铸造等行业
的近 40家企业，这些企业都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污染问题。为化解环保困
局，集聚区管委会与洛阳市环境保护
协会签订技术服务协议，引入十多位
环保专家来园区开展问诊。根据专
家意见，集聚区管委会下发整改清
单，列出具体指导意见，要求企业整
改。

“企业刚开始对我们专家还有点
戒心，但给他们解决问题后，很快就彼
此信任了。”作为参与专家，长期从事
环保管理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高
工蒋晓强说，该活动帮企业引入了专
业化服务，也为专家提供了发挥所长
的平台。“我们不但成了环保宣传员，
更是技术员、指导员。”

构建“共享、交流、合作”的绿色发
展平台，成为“千名专家进百县帮万
企”绿色发展服务活动的着力点。两
个月来，刚成立的各行业绿色发展协
会分别举行了典型企业现场观摩，开
展交流活动，累计向政府部门建言献
策160余条。

“我省成立 26个重点行业绿色发
展协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环境科学
学会副秘书长王小玉认为，不同于一
般的行业协会，绿色发展协会聚焦于
生产经营的环保领域，发挥环保自律
作用，是企业环保管理的交流学习平
台，也为企业在绿色发展上比学赶超、
互学互鉴提供了大舞台。

据了解，我省将调动人才、资金、
平台等力量，完善治污服务体系，开展
技术和服务推广、学术研讨和经验交
流、专家库建设、企业绿色发展评价、
治污融资服务等工作，全面推动企业
治污，稳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让中原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③6

喜看“治污之变”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