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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表示，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
向她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他强调，黄
文秀同志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
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
代的青春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
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文秀同志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 年她从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

百色工作。2018 年 3 月，黄文秀同志
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乐业县百坭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 88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
下降 20%以上。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
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
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 30 岁的宝贵生
命。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 1日，中
国共产党迎来98岁生日，省委书记王国
生围绕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在省
委党校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交流学习
体会，勉励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
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把根在群众中扎得深些再深些，在践
行初心和使命中让党基业长青。

省委副书记喻红秋主持，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孔昌生，省委常委、秘书长
穆为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出席。

王国生说，今天是我们党 98岁生
日，我们也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作为近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
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
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始终勇立时代潮头、
保持蓬勃朝气，关键就在于我们党深深
植根于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
十八大以来，当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
走到群众家里掀开锅盖、揭起被褥问寒
问暖时，当我们看到总书记坐在老百姓
的农家小院里拉家常时，当我们看到基
层干部群众争先恐后和总书记握手时，
一股暖流就会涌上心头，感到特别踏实、
特别有信心。作为党的干部，作为党派
出的代表，我们的工作价值就是要体现
在群众的口碑中、展现在群众的笑脸上。

王国生围绕如何把党在群众中的
根扎得更深，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最
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当前影响党群干群
关系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怎样在群众中
把根扎深，在群众中把根扎深需要什么
样的能力等四个问题。王国生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
性变革，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党群
干群关系的可喜变化。我们党以零容
忍的态度推进反腐败斗争，不但没有损
害党的形象，反而让人民群众对党更有
信心；举全国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收获
的不仅是贫富差距的缩小，更是强大持
久的民心；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带来的
不仅是城乡新变化，更是筑牢了共和国
的根基；沉稳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支撑我
们的不仅是强大的经济实力，更有广大
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带来的强大自信。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
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持久。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党执政后
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密切，要交出
写满“鱼水关系”的时代答卷，仍要作出
艰苦的努力。

关于当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突
出问题，王国生说，工作上的形式主义、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一直为我们党所不
容，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形式主义的根源
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的
根源是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如果
听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行其道，会让
人民群众已经唤起的信心破灭，会让党
在群众中的形象倒塌，会侵蚀党的执政
根基。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同群众之
间的“传感器”，群众可以通过党员身上
的变化，来判断党的作风和公信力。干
部只有沉下去，作风才能实起来；干部沉
得越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离我们越

远，老百姓的心就与我们贴得越近，我们
党的执政根基就会厚植一分。

关于怎样在群众中把根扎得更深，
王国生强调，新时代我们党的干部要把
根深植于群众，需要在保持“四性”上下
功夫。一是主动放下身段，保持普通
性。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来自于人民，是
人民的一分子，把群众当亲人、当恩人、
当朋友，多问问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下大气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际问题，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对群众的感情传递下去，把群众对党
的感情激发出来。二是注重思想入党，
保持一贯性。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实
质，就是解决党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让
党员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
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底色和先
进本色，始终保持全党统一的思想、坚定
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要把思想入党
作为终身追求、终身实践，做到思想常提
纯、灵魂常回炉。三是坚持对上负责和
对下负责相一致，保持统一性。只有为
人民服好务才是对党忠诚，只有对人民
群众有感情，才是对党有感情。要站稳
政治立场，在党群之间、干群之间、上下
之间架起沟通联系的桥梁，吃透上情、摸
透下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保证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到实处，让老百姓
从中有更多获得感。四是勇于担责担
难担险，保持斗争性。守初心担使命，关
键在于扛起该担当的责任，保持斗争精
神，敢于直面问题挑战，在破解难题中打
开工作新局面。要努力在勇于担当作
为、为民服务中赢得群众，在提升斗争本
领、敢闯新路中引领群众。

关于在群众中把根扎深需要什么

样的能力，王国生着重从学会群众语言、
善做群众工作的角度谈了认识。他说，
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是我们党密切联系
群众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学好用好
群众语言，从政治立场的角度看，是党性
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我是谁、为了谁、
依靠谁”的问题；从作风建设的角度看，
话风、文风背后是党风、政风，讲群众语
言是改进作风的体现，是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从工作方法的角度
看，讲群众语言是沟通能力的体现，是做
好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功。领导干部
要把讲好群众语言作为必修课，在深入
践行群众路线中变话风、改文风、转作
风，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有经常“下
基层”的作风，有当好“宣讲员”的自觉，
有做好“调解员”的能力。

王国生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
人民、服务人民，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
本政治观点，群众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
作路线，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
牢固根基。面对全面小康的决胜一程，
面对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对中原更
加出彩的光荣任务，我们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把根在群众中扎得深些再深些，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把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
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争先进位谋出
彩的磅礴力量，让我们的党永远基业长
青。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有关负责
同志；省委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正
厅级单位党组（党委）书记，省委各巡回
指导组组长，省委党校主体班学员参
加。③5

□薛世君

近日去武陟县詹店镇采访，听到了一

个散步的故事：某村支部书记陪女儿在村

道上散步，五分钟的路，往往要走三四十

分钟。每遇村民，即便不说正事，也总要

被拉着聊上一会儿。“走不动”的散步，映

射了亲密无间的党群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说：“党群关

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

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

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水

干则鱼亡，水活则鱼欢。同呼

吸、共命运，这样的“鱼水关系”

体现了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翻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著的《之江新语》，有

两个“不配”的说法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党

员，如果与群众的距离远了，就与党拉开了

距离；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再做共产党

员。”“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愿躬身

做‘仆人’，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强

调的也是要建立鱼水般的党群关系，万不

可与群众形成“油水关系”，浮于表面，走形

不走心，更不可搞成“水火关系”，损害群众

利益，造成严重对立。

写好“鱼水关系”的时代答卷，党员干

部就要像鱼那样“知水性”，清楚明白群众

的地位，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了解

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急、所需所

盼，真正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

做透。要像鱼那样“感水恩”，牢记我们

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把群众当亲

人，摆正自己的公仆身份，时刻把群众

冷暖放在心上，以群众满意度衡量工

作得失，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要像鱼一样汲取水的力量，群众

的实践最丰富最生动，办法就在群众中，一

方面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

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李鹏

春光入党了！
7月 1日上午 9时许，在张庄村

党员大会上，春光面对党旗，举起右
拳，以洪亮的声音、饱满的激情庄严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
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党的 98岁生日这一天，春光永
远也不会忘记：在这一天，他成为一
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今年 32 岁的闫春光是兰考县
东坝头镇张庄村一名普通农民。5
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2014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
鼓励他好好干，靠技术吃饭，争取早
日脱贫。

5年时间，春光不仅脱了贫，还
致了富：办起了养鸡场、香油坊、“春
光农副产品店”网店……

生活一有改变，春光就有了入
党的想法。2016年 6月，春光第一
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又递
交了两次。

“其实，我心里早有入党的想
法，但那时咱还是贫困户，自己还过
不好，咋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春
光说，“现在不一样了，生活越来越
好，我入党的念头也更强烈了！”

在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里，春
光这样写道：“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我将
直接参与并见证。这是使命，也是

荣耀；这是责任，更是担当。”
春光的进步离不开党组织的引

导和培养。“在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下，张庄脱贫奔小康，春光也一步步
成长为致富带头人！”张庄村党支部
书记申学风说，“春光不负重托，成
长为合格党员，把他吸收到党组织
中来，是我这个村支书的责任！”

作为春光的入党培养联系人，
申学风和老党员文振民都认为，在
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中，闫春光带
动群众致富，扛起了责任，达到了一
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

民主表决通过后，春光发言表
态：“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争取早
日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中组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
示，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党员质
量不断提高。截至 2018年年底，中
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突破 9000 万
名。像春光一样的 80 后、90 后党
员，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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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鱼水关系”新答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春光入党了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孙勇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周由

焦麦炸豆。
6月5日，不到6点，新蔡县狮子口村

村委会，风风火火冲出一大姐，脚蹬小电
驴，手握小喇叭，臂戴红袖箍，一个刹车停
在十字路口。她按下开关，小喇叭开始
广播：老少爷儿们都知道，三夏防火最重
要；天干风大莫抽烟，麦茬千万不能点；
秸秆禁烧记心间，为了头上天更蓝……

村民韩梅的孙子，一骨碌从床上坐
起来，“奶，原书记叫咱起床了，恁今天
不说早点去编藤椅吗？”

“乖，咱看今儿个能收麦不，不收麦
就去厂里上班。”

村民时培兵老远瞅见原玉荣喊：

“原书记，刚刚我下地看了，湾地里的
麦，今天还割不成。”

“好嘞。”
小喇叭越播越起劲：
小秸秆，真是好，利用好了就是宝；
小秸秆，真不赖，统一回收挣外快；
你不烧，我不烧，狮子口百姓素质

高……
寂静的村庄被小喇叭唤醒，逐渐热

闹起来。
原玉荣骑着电动车，沿着村子走走

停停，问问老人，逗逗孩子，见了男娃喊
小名，见了闺女喊妞，快人快语，风风火

火，一抖落一串儿。村委会老通讯员时
保新说，全村4000多口人，刨去常年在
外的，她能叫出千把人的名字。

8点整。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
时光如水，日日年年。一天，两天，三

天，四天；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转眼
间，原玉荣在狮子口驻村一驻就是四年。

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奔前跑后，找
资金要项目，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嗓子嘶
哑了音，脚底磨破了皮，汗水湿透了衣，汇
成串，落地锵然，摔成八瓣……原玉荣像
个不知疲倦的陀螺飞快地运转，眼瞅着狮
子口一天天变得干净、富裕、祥和，群众

眉眼里笑容渐多，原玉荣说：“值！”

（一）

“这闺女不是浮漂草，根
扎得牢靠，事办得瓷实，她把
咱老百姓的事当成天大的事”

狮子口，相传明朝年间小洪河突
发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对石狮子，
被村民打捞安放在村口，自此这里便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将这归功
于石狮的保护与庇佑，遂将村名改为
狮子口。

新蔡历史上水害频仍，狮子口的美
丽传说，寄予了人们祈愿灾害不兴、物
阜民丰的美好愿望。

愿望是美好的，但“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好日子终究要靠勤劳的双手去
奋斗。

祖祖辈辈的新蔡人，看惯了洪水来
了去、去了又来，像老愚公那样，铁下心
要子子孙孙与困难抗争。洪水过后，他
们擦干泪水，重新播下希望，收拾满目
疮痍的家园，从“洼地”里一次次挺起脊
梁。压不垮，摧不折，打不倒，不抛弃，
不放弃，浴苦难而重生，成为新蔡人的
脾性和风骨。

有人感叹，是洪水造就了新蔡人的脾
性。如果新蔡人没有这样的脾性，就难以
在往昔“十年九涝”的恶劣环境下生存。

如今，夺取脱贫攻坚胜利的新蔡
人，将这种脾性发扬光大并注入新的内
涵：实干干实的新蔡气质。

原玉荣，土生土长的新蔡人，身上
这种气质尤为突出。

新蔡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振南说，现
在新蔡的基层干部都有一种无形的压
力——谁干了多少事，都要与原玉荣比
一比，这就是标杆的力量。

（下转第七版）

情系狮子口
——记新蔡县狮子口村第一书记原玉荣

争做 河南人

她是同事眼中

的“拼命三郎”，与

群众零距离打交道，被群众称

为“狗不咬书记”，省委领导曾

对她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

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

记，为何让群众心心念念，让省

委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因为，

原玉荣干了平凡而又不平凡的

事。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榜

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本报特派

记者赴新蔡县狮子口村，跟踪

采访原玉荣的感人事迹，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守人民

立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增进与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切实办好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今日

特推出长篇通讯《情系狮子

口》，敬请关注。③4

编者按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1日，
是中国共产党 98岁生日，由河南豫
剧院三团排演的豫剧现代戏《重渡
沟》当晚在省人民会堂上演。省委书
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等省领导和上
千名党员干部群众一起观看演出，深
情缅怀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马海明
同志，在一个个生动故事中感悟初心
和使命。

省领导喻红秋、孙守刚、黄强、孔
昌生、穆为民、江凌、徐立毅、赵素萍、
李文慧、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刘伟、钱国玉、李英杰、龚立群、张
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
宇观看演出。

豫剧《重渡沟》今年 6月 2日荣
获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
华大奖，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继《村官
李天成》《焦裕禄》后，推出的又一部
弘扬正气、反映当代基层干部不忘初
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的精品力作，
讲述了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
明把旅游与扶贫相结合，改善群众生
活，促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

重渡沟是豫西栾川县的一个深

山沟，二十多年前还是一道穷山沟。
1996年，马海明主动请缨牵头开发
重渡沟景区，他历尽艰辛、排除万难，
3年后将重渡沟开发成远近闻名的旅
游景区。2000年他调离潭头镇时，乡
亲们依依不舍、挥泪送别。2011年5
月，他不幸去世，万人相送。

“追梦，家在青山绿水中……”戏
剧通过马海明动员群众开发重渡沟、
与好友吕二涛洽谈投资项目、说服妻
子拿出全部积蓄救急、群众泪别马海
明等场景，生动再现了马海明带领群
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辛历程，刻画了
一个当代基层共产党员的鲜活形象，
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舞台上，一幕幕场景感人至深，一
曲曲演唱荡气回肠；舞台下，掌声一次
次响起，很多观众热泪盈眶。观看演
出的党员干部表示，马海明是一面镜
子、一面旗帜，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要以他为榜样，树牢群众
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扎根基层、立足
岗位，为民做实事，为民谋幸福，为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作出贡献。③5

豫剧现代戏《重渡沟》
在省人民会堂上演
王国生陈润儿等观看

7月1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调动全媒体资源，派出四路直播团队同步探访
兰考、林州、济源、信阳四地，利用中国移动5G信号传输联动，推出建党节大型
主题策划——“探初心密码，讲使命担当
——‘七一’红色传承5G联动大型直播”。 详见04、05│焦点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