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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表了态，自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
律，绝不叛党，党叫干啥
就干啥。

□本报记者 卢松

电视剧《潜伏》中，有这样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在家里，余则
成在翠平的带领下，举起右拳，低声
宣读入党誓词，成为一名潜入敌人
内部的中共党员。

今年99岁的索良民入党时的情
景，与《潜伏》中的这个场景相似。
1948年 3月，郑州南门外的一片麦
地里，索良民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兆
芳的带领下，一字一句宣读入党誓
词，正式成为一名“特别党员”。

“张兆芳告诉我，党章埋在西郊
的地下没敢带来。他给我讲了党
章，讲了党的纪律。”6月 29日，索良
民回忆说，“我也表了态，自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绝不叛
党，党叫干啥就干啥。”

近百岁的索良民身体消瘦，穿
着白色短袖、胸前佩戴党员徽章。
在养老公寓的房间内，他拿起床头
柜上的一张标准敬礼照片，讲述了
自己一辈子坚守初心、为国尽忠的
感人故事。

1920年，索良民出生在宜阳县
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时，在他的叔

叔、中共地下党员索元理的带领下，
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运干训班。
毕业后，索良民响应“保卫大武汉”的
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历经
九死一生。后辗转回到家乡加入伊
洛特区革命根据地，继续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
动内战，重兵围攻解放区。新乡铁
工厂是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
廉的产业，接上级指示，索良民以工
厂会计的身份，潜伏到王仲廉身
边。“当时，做地下军事情报的张兆
芳找到我，让我做‘内线’工作，传送
重要情报，为地下同志打掩护。”索
良民说。

1947年羊山集战役打响后，索
良民及时把“王仲廉要率部增援羊
山集”的情报向上级汇报，并利用

“要把厂里的散钱、小票换成整钱”
的借口，尽量拖延王仲廉发兵的时
间，为刘邓大军全歼国民党第六十
六师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8年，索良民经张兆芳介绍
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加入中共情
报所，化名为“石嵘”。同年，索良民
与李少棠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多方
收集国民党在郑州的兵力部署、哨

卡和仓库等重要情报，为解放郑州
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索良民被分配
至淮阳军分区工作，曾多次荣获一
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1958年，索
良民转业进入郑州酿造厂工作，直
至离休。索良民回忆道：“工作期
间，我曾多次努力想恢复党员身份，
但由于档案里组织关系缺失，这个
心愿一直未能实现。”

离休后，索良民住进了郑州爱
馨养老公寓。2013年，进行党员信
息采集工作时，索良民找到了时任
河南爱馨养老集团党总支书记的马
建勋，把自己埋在心底的愿望告诉
了他。

被老人的精神所感染，河南爱馨
养老集团党员干部为老人展开了圆
梦行动。但60多年过去了，能证明
索良民是“特别党员”的人，一个个都
离世了。后来，马建勋找到李少棠写
的《戎马生涯》，里面记录了他和张兆
芳、索良民当年一起做地下工作的经
历。同时，还找到了1984年李少棠
写的证明、当年调查小组写的报告等
重要资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据
是，一份1950年的《河南日报》刊登
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我党地下工
作人员：石嵘’。”马建勋说。

经过上级党组织审查，2014年
4月 8日，马建勋当着索良民老人的
面，宣读了上级的批复：索良民同志
恢复党籍，是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
党党员！

当时，已经 94岁的索良民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郑重地行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时隔 66年，索良民终于
佩戴上了党员徽章，自豪地宣读了
入党誓词。

也是从那时起，索良民养成了
一个习惯：每天清晨起床穿衣后，都
会用软布细细擦拭党员徽章，然后
将它佩戴在胸前。③4

99岁“余则成”66年“党员”梦

本报讯（记者 刘勰）7 月 1日，省
直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日活动在郑州举行，大家集体重温入
党誓词，观看《初心，从未改变》纪录
片，聆听先进典型的故事，进一步铭记
初心使命、凝聚奋斗力量。省委常委、
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穆为
民参加并讲话。

大家一致表示，在“七一”这个特
殊的日子，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围绕党
的初心和使命交流思想，从先进典型
身上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受到了一次
生动而深刻的党性教育，增强了投身
主题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

穆为民强调，要自觉对标先进典型

找差距、定措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
责、强党之志，努力在学思践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有新
收获，在做好本职工作中践行初心使
命。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检视问题，着力
查学风、党性、政绩观、权责观、领导方
式和工作方式，查机关党建工作，深入
开展模范机关创建和“五比一争”活动，
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彰显，推动机
关党建高质量发展。要把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贯穿全过程，带头落实“五
比五不比”工作导向，推动为基层减负

“五条措施”落实落细，凝心聚力为群众
解难题，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不断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98周年之际，7月1日，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以“守初心、担使命，
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新局面”为题，为
省委统战部机关全体党员作专题党课
报告，并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

孙守刚强调，统一战线和统战干部
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永恒课
题，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守初心落到守什
么、怎么守上，落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上，坚守共产
党人风雨如磐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

价值追求、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和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守住坚定执着、
守住纯粹清醒、守住与时俱进、守住知
行合一。要把担使命落到担什么、怎么
担上，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理论学习要走
心走深，凝心聚力要善作善成，干部队
伍要全面过硬，形象气质要特色鲜明，
纪律规矩要严守严行，做到直面困难、
不避矛盾，直面荣辱、不避责任，直面风
险、不避短长，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开创
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省 委 第 八 巡 回 指 导 组 到 会 指
导。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7月1日，省委
组织部召开部机关“七一”表彰会议。省
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
话。

孔昌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个人表示祝贺，对部机关一年来的工作
给予肯定。他指出，组织部门作为管党
治党的重要部门，要把践行初心使命作
为加强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组工
干部的终身课题，对标“两个绝对”的要
求，以自我革命精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打造模范部门、过硬队伍。

孔昌生强调，践行初心使命，理论
武装上要有新加强，在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走在前、做表率；能力本领上要有新提
高，争当组织工作的专门家；担当作为上
要有新成绩，把各项工作做实做优做出
彩；作风建设上要有新气象，在常和长、
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保持本色上要
有新境界，形成风清气正、健康清朗的政
治生态，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会议表彰了年度部机关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5名同志作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交流发言。会议
还对部机关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③5

省直机关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穆为民参加

孔昌生在省委组织部机关“七一”表彰会议上强调

践行初心使命 打造模范部门过硬队伍

孙守刚为统战干部作“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

守初心 担使命 开创新时代统一战线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 刘勰）7月1日，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以“坚
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扎实推进
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题，为省纪委监委机关、派驻机构、省委
巡视机构党员干部作专题党课报告。

任正晓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因党而
生、为党而战、兴党而强，要牢记初心使
命，在回望过去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走
好当下的路过程中，领悟把握守护党的
初心使命，做到“四个必须”“四个更加
自觉”，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把党的
自我革命推向深入；要对照初心使命，
在查找不足检视问题中防范化解风险

隐患，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里走，站稳群众立场，履职尽责担当，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践行初心使命，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动
力，坚持“三个一以贯之”，坚持纪检监察
强党建、为人民、促发展，强化监督首要
职责、第一职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深化纪检监察三项改革，推
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三转”，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推动
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 委 第 五 巡 回 指 导 组 到 会 指
导。③6

任正晓为纪检监察干部作“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

坚守初心使命 忠诚履职尽责
扎实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李德
亮）“报国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7
月 1日上午，省事管局一楼会议室里，
该局优秀微党课二等奖获得者张丹汝
以《奋斗新时代 筑梦新征程》为题作
了演讲，她坚定的语气、激昂的词句、
动人的内容感染着与会党员干部，现
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当天上午，省事管局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98周年大会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举行。
该局近日开展的“我和我的祖国”微型

党课4名获奖选手进行了演讲。
为扎实搞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省事管局党组专题研究
了计划方案。其中，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微型党课活动，是一个亮点。

此次微型党课面向该局全体党
员，各党委（支部）书记带头演讲，全体
党员积极参与，最终有 12名党员的微
党课分获一二三等奖。下一步，省事
管局将组织部分优秀选手，在该局所
属单位进行优质微党课巡讲，为广大
党员干部送上丰盛的精神大餐。③8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刘思远 王会锋

夏日傍晚，走进漯河市源汇区
问十乡宋庄村，一条宽阔的水泥路
东西延伸，两侧的黄杨、香樟、月季、
玉兰等生机勃勃。村子正中一处休
闲广场上，村民们有的跳广场舞，有
的散步，有的唠嗑，热热闹闹。

这样的场景，放在一年多前，村
民们恐怕谁也想不到。“过去咱宋庄
那是出了名的落后，村里十几个大
小坑塘垃圾满池、蚊虫乱飞。村里
的路又窄又破，到处是坑……”78
岁的李清顺老人说。

不仅如此，别的村能办成的事，
在这里往往成为“老大难”。这是
2018年 5月刚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的李肖科没有想到的。退伍后在城
里做生意的他，去年被“请回”村子，
一开始，他想召集村民开个会，却发
现连人都难凑齐。

怎样改变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
局面？李肖科决定从改善人居环境
入手。他主动捐款15万元，带领干

部群众整修村道、改造坑塘。“人心
都是肉长的。这些年轻人每天带头
干到夜里一两点，大家都看在眼
里。”李清顺说，受到感动的村民们
纷纷捐款捐物、出义务工，就连 85
岁的老党员都参与了进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村中间的两
个大坑被填平，变成了如今的休闲广
场；废弃的砖瓦、石磙、磨盘等被重新
利用，建成了乡村大舞台和乡愁园；
同时，在上级支持下，村里新修了道
路，安装了路灯，建设了公厕，栽植了
花木，粉刷了墙壁……一个干净整洁
的新宋庄展现在人们面前。

有了硬件，也得有“软件”。为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村“两
委”精心组织了评选“好公婆”“好
媳妇”“优秀党员”等优秀代表、村
民运动会、孝老敬亲、春节晚会等
活动，并为村里 80 岁以上老人过
生日。

在宋庄采访，记者发现，每个村
民组的账目都公开上墙，每月的收
支情况清清楚楚。“村里大小事，凡
是跟老百姓有关的，我们全部按‘四
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并利用村务公
开栏和微信进行公开。”李肖科说，
现在全村200多户家庭基本上每家
都有一人加入宋庄村乡村振兴微信
群，村“阳光三权”微信公众号关注
人数已达400多人。

宋庄村还定期组织党员和群众
代表对“两委”干部作民主测评。“村

‘两委’订了规矩，一是决不允许吃拿
卡要；二是接受群众监督评议，如果

合格率在 90%以下，干部要当场检
讨。”驻村第一书记刘巍说，目前，村

“两委”干部合格率都在95%以上。
乡村振兴有“颜值”，更要有“内

涵”。村里清产核资，对整理出来的
荒片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承包给
个人，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50 多万
元；实施“围村林”项目每年可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 5万元。“我们还正着
手发展乡村旅游，修建蔬菜、花卉大
棚等，努力让大伙鼓起钱袋子。”李肖
科说。

7月 1日上午，宋庄村东头的红
枫大道上，村民吕自德正在给今年
新栽的红枫树浇水。旁边，“美丽宋
庄”“幸福宋庄”等标语格外喜庆。

“现在，跟着村支部干，俺都提劲得
很！”老吕笑逐颜开。

“实现乡村振兴，组织振兴是统
领，组织振兴的关键是选好带头
人。”源汇区委书记王继周说，“宋庄
村的发展是源汇区以‘党建+’模式
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基层党
支部组织力增强了，乡村振兴才会
蹄疾步稳。”③5

党建引领促振兴 幸福宋庄初展颜
·

实现乡村振兴，组织

振兴是统领，组织振兴的

关键是选好带头人。 党员人人上讲台 微型党课受青睐

听党话 跟党走

▲7月1日，为庆祝建党98周年，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党的光辉历
史，传承党的优良作风。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1日，中原油田基地社区服务中心的党员来到86岁老党员
林广来家中慰问。老人为大家讲述党的光荣传统，激励大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⑨3 陈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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