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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绿扬

参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
电视台、洛阳广播电视台，访问中国一
拖集团、三全食品，畅游龙门石窟、洛阳
博物馆……7月 26日至 29日，由中宣
部（国新办）和中国外文局指导、中国外
文局教育培训中心承办的2019年英语
加勒比国家新闻记者研修班走进河南，
感受发展活力，品味厚重文化，领略大
美河山。

“只有来到河南，才能感受到这里
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如此之大，媒体发展
如此迅速。这次河南之旅，令我流连忘
返。”首次来豫的圣卢西亚声报总编辑
卡拉·威廉姆斯说。

点赞媒体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发展是全世界面临的重
大课题。了解河南媒体融合发展情况、

促进双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交流合作，
成为本次研修班的重要一课。

“为什么要将大数据、云计算应用
到媒体中？”7月 26日，在与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有关负责人座谈交流期间，报业
集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助力媒体融合
发展的情况，引起了圣卢西亚记者明
迪·鲁奇安娜·齐克特的兴趣。

“之前我认为大数据、云计算只应
用于企业、银行等对数据信息存储量要
求很高的机构，然而看到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将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最先进的技
术与媒体相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所在的媒体也应该借鉴这一做法，实
现精准化传播。”明迪·鲁奇安娜·齐克
特说。

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大家被明亮宽
敞的 1500平方米演播厅、设计独特的
高清演播室、功能齐全的融媒体直播平
台深深吸引，纷纷拍照留念，过了一把

“主播瘾”。

圭亚那NCN国家广播公司技术人
员巴拉特·西欧库玛说：“我在 NCN担
任控制室的运营主管，因此对这里先进
的电视制作技术非常感兴趣。同时，河
南广播电视台结合本地实际制作了很
多好的节目，期待我们双方能够开展更
多合作。”

魅力河南令人沉醉

在洛阳博物馆珍宝馆展厅，夏商的
厚重、东周的变革、魏晋的风流、汉唐的
华彩、明清的遗韵通过一件件文物展现
在大家面前，学员们围绕在讲解员身旁，
像一群认真听讲的学生；在龙门石窟，一
边观赏形态各异的佛像雕刻，一边聆听
导游讲述武则天捐银修佛的故事，大家
纷纷惊叹于当年灿烂的文化……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这个有着几
千年历史的城市在华夏文明中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洛阳更是世界

了解中国历史的窗口之一。”研修班团
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记者赖安·泰勒·
贝丘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洛阳不仅对
历史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也在现代
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保
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这些经验值得世
界各国学习。”

感受出彩河南的发展活力，也是研
修班访豫的目的之一。

曲辕犁、履带拖拉机、水旱两用轮
式拖拉机、动力换挡重型拖拉机……一
拖集团东方红农耕博物馆内，一辆辆珍
贵的农机设备展示了中国农耕技术的
沧桑巨变。近年来，一拖集团不断加快
国际化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深入开展合作。圭亚那记者翠茜·
特维萨·罗马罗说：“世界几大洲都有一
拖集团的身影，这令我感到惊喜。我将
把在这里了解到的信息带回圭亚那，希
望能促进两国在农业机械领域开展合
作。”③4

□本报记者 刘晓波 郭戈

夏日的金线河碧波荡漾，河畔垂柳
依依，青砖黛瓦曲径通幽。

可谁能想到，两年前，金线河还是
条臭水沟。

7月 22日，记者来到鹤壁市鹤山区
鹤壁集镇后蜀村，村党支部书记侯文江
正在接待一拨前来参观的客人。“之前
也就半米宽，工业废水导致淤泥堆积，
夏天苍蝇追着人跑，金线河金线河，住
到河边没法活。”说起金线河的过去，侯
文江感到痛心。

鹤山区作为“因煤而建”的资源型
城区，2015 年被列入全国独立工矿区
改造搬迁试点。2017年金线河等来了

机会，鹤山区先后投入 2000万元对其
进行生态恢复综合整治。如今，金线河
河面最宽处有50米，河水潺潺，草长莺
飞。“春天桃花对岸红，夏季荷花满河
中，八月桂花香千里，寒冬梅花伴兰
松”，史书中称颂的金线河又回来了。

金线河变清了，河边的花卉苗木最
先受益。金线河沿岸分布的蜀龙花卉
基地面积达上万亩，放眼望去，一排排
树苗错落有致。“基地地处丘陵地带，缺
水严重，灌溉一直是个老大难，之前主
要是通过开挖机井抽取地下水，浇地成
本每亩高达近百元。金线河治理后，河
道上修建了拦水坝，河水可以直接灌
溉，局部的小气候也改善了，降雨量比
之前明显增多，我的花卉苗木‘喝水’更
方便了。”合禹景观园林公司育苗基地
总经理张志强笑着说。

金线河变美了，后蜀村的“人气”更
旺了。村民侯文河过去一直在外承接

花卉苗木工程，去年他举家搬回村里。
“在外干得好好的，咋想着搬回来

住呢？”记者不解地问。
“我在城里干的是道路和小区绿化

工程，一打听，苗木很多都是在咱这里
培育的，我也回来成立了金线河生态种
植庄园，专门种植花卉苗木，而且现在
村里也漂亮了，出门见公园，跟城里没
啥区别。”侯文河说。

在侯文河印象里，这两年回村创业
的年轻人明显增多，金线河治理后，游
客也多了，休闲采摘，临走再带点土特
产，村里的农家乐生意很是红火。

漫步在后蜀村，临街墙上的三国故
事壁画丰富多彩，用绿植围成的“乐在
蜀村”几个大字“镶”在河东岸，不由让
人联想到蜀国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
故。其实，翻过紧邻河东的万柏山，就
是当年刘禅居住之地阿斗寨。

“有风景更有历史，何不借助当地

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让更多游客记
得住、留下来，带动更多村民致富。”鹤
山区鹤壁集镇镇长申凤芹说，来这里的
很多游客都对三国文化充满兴趣，本着
开发保护的原则，镇里对金线河沿岸环
境进行整治，已经与四川一家专业文旅
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三国文
化品牌。“不久，金线河将充满文化气
质。”申凤芹自信地说。

金线河的变迁，是整个鹤山区生态
环境改善的缩影。借助国家独立工矿
区改造契机，鹤山区大力改善生态环
境，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5%以上，“一煤
独大”的局面初步改善，以旅游业为代
表的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提高
了7.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明显。

夕阳下，金线河波光粼粼，好似一
条“金线”，富了村民，聚了“人气”，向人
们述说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故事。③6

基层亮点连连看

“河南之旅，令我流连忘返”
——2019年英语加勒比国家新闻记者研修班访豫侧记

金线河的“金线”又回来了

7月 28日，在开封市祥符区刘店乡的万亩菊花扶贫基地里，村民们正在采摘万寿菊。该基地采取“银行+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通过
“土地租赁+大棚转租+就业务工”等形式增收致富。⑨6 谭豫增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杨新亮 王云龙

“群众看公安，主要看平安。”今年
1至 6月，洛阳市嵩县公安机关共抓获

“盗抢骗”侵财犯罪嫌疑人 220 名，破
获四类“盗抢骗”案件 183起，刑事、治
安发案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0%、49%，为受害群众退还现金及物
品折合人民币 200多万元……数字是
枯燥的，也是生动的，因为它是嵩县公
安工作成效的权威见证。

以民意主导警务，主业
围绕民意转

嵩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3009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有 64万常住人口，是
河南第四版图大县。如何守？怎么防？

“社会治安好不好，群众感受最直
接，只有坚持把民意作为社会治安的晴
雨表，坚持办大案、破小案、控发案、办

好案，打防管控一体推进，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能不断提升。”嵩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高惠强说。

今年，嵩县公安局新一届党委班子
始终聚焦公安机关打击主业，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防控“两抢一盗”、打击网
络电信诈骗、侦破民生“小案”等方面入
手，以一套精准凌厉的近距离“组合拳”
推动社会治安环境不断好转。

他们坚持“破大案也要破小案，破
小案也是为民办大事”，不断提升打击
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将打击矛
头对准群众反映强烈的侵财类犯罪，
在侵财类犯罪中又着重围绕严重侵害
群众切身利益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
等新型犯罪开展“围剿”，更快地破大
案、更多地破小案、更准地办好案、更

好地控发案。
随着社会科技发展，电信、网络诈

骗已经成为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新
型违法犯罪形式，嵩县公安局提前安
排、主动出击。今年 4 月 26 日，嵩县

“4·17”赴外抓捕组凯旋，共抓获电信
诈骗犯罪嫌疑人 37名，冻结涉案资金
2000 万元。今年 6月 28日，一个“借
贷1500元，半年翻到25万元”的“套路
贷”诈骗犯罪团伙被嵩县公安局摧毁，
37名成员落网……

在打击新领域违法犯罪的同时，
广大干警对“两抢一盗”传统侵财类案
件依然保持高压态势。今年5月 9日 8
时许，嵩县公安局闫庄派出所接到多
起报案，均为居民家中或专卖店门口
的洗衣机被盗。接警后，嵩县公安局

闫庄派出所连续奋战，仅8小时就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追回被盗洗衣机19台。

始终聚焦民生，把群众每一件事
当成自己的大事……嵩县公安局用绣
花功夫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每个问
题，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

察民情听民声，多方服
务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多
年来，嵩县公安局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
为起点，坚持“群众盼什么，咱就干什
么”，努力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曾经，身份证丢了或是有效期到
了，必须到户籍地才能办理。如今，户

籍业务实现“全城通办”，在家门口或
者手机上就能办理车驾管业务……嵩
县公安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越来越
快，让群众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变化，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真没想到能这么快！”7月 29日，
家住嵩县的李某到非管辖派出所田湖
派出所询问是否可以办理户口副项变
更，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就
完成了变更，兴奋的他连连对民警的
服务竖起大拇指。

该项业务的快速办理，得益于嵩
县公安局落实洛阳市公安局“高质量
民意警务建设”12项便民利民举措实
行“全城通办”办户办证模式。而这只
是嵩县公安局推进信息共享联通，创
新“只跑一次”服务改革的一个缩影。

今年6月，嵩县公安局启动了“群众
满意看什么、群众满意盼什么、群众满意
公安干什么”大学习、大讨论、大实践活
动，以服务大提升推动公安工作迈大步、
上台阶：落实户政、交管12项便民利民
公开承诺措施，开展窗口单位零差错、零
投诉和服务标兵评选等活动；举办集中
退赃、警民恳谈、入户走访活动20余场
次，拉近警民距离；利用微信短信评警方
式，广泛征求各界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
见建议；局领导下基层调研23次，各派
出所、局直单位自发组织学习高质量民
意警务建设会议精神共32次，召开警民
恳谈会共24次，聘请民意代表共28人，
发放征求群众意见表363份……

“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公安工作
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和最终评
判者。”嵩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高
惠强说，未来，该局将不断着力解决群
众最关心的、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
问题，全力做好高质量民意警务建设
的每个细节，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不断“加码”。

近距离打击犯罪 零距离服务群众
——嵩县公安高质量民意警务“加码”群众获得感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新芬，这些年，是你用爱撑起
了一个家，辛苦了！”

7月 28日晚，刚刚回到位于禹
州的家中，装上“智能肌电手”，一级
伤残军人王俊景再次给了妻子吴新
芬一个紧紧的拥抱，两人的眼圈都
红了。

这个“迟到”的拥抱，他们期待
已久。

1992 年，18 岁的王俊景入伍，
在驻西藏某部服役。1997年 10月
25日，时任排长的他在一次执行任
务时不幸被高压电流击倒，身负重
伤。

吴新芬是安阳人，从小崇拜军
人，上大学后更是经常往军营写
信。1995 年，从一封慰问信开始，
她与王俊景成为笔友。1998 年春
天，得知王俊景伤情后，吴新芬义无
反顾地赶到了位于成都市的医院，
为王俊景端屎端尿、念书读报，并自
学按摩技术，每天为他进行全身按
摩。

在吴新芬悉心照料下，王俊景
经历了双臂截肢和 7 次植皮手术
后，奇迹般地恢复过来。同时，爱情
在两人之间悄悄地生根、发芽。

2002 年 8 月 1 日，吴新芬顶着
各种压力嫁给了王俊景，成为一名

军嫂。为了照顾王俊景年过花甲
的父母、患有脑瘫的哥哥，她又来
到王俊景的禹州老家，承包了 10多
亩山地，扛起了一个大家庭生活的
重担。

新时期“好军嫂”吴新芬的事
迹，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王俊
景、吴新芬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第
五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
吴新芬先后荣获“践行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好军嫂”“最美拥军人物”“全
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并光荣当
选党的十七大代表。

“两个人，一双手，我们生活很
幸福，还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可我最
大的遗憾是欠她一个拥抱。”王俊景
这样说。2009年，他们的故事被拍
成电视连续剧《今生欠你一个拥
抱》，让无数人潸然泪下。

为了帮王俊景实现重新拥有
“双臂”的愿望，前不久，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机智过人》节目组找到了上
海人工智能研发团队，为他量身定
制了“智能肌电手”义肢。

7月 27日晚，在《机智过人》节
目现场，王俊景紧紧地拥抱着妻子
吴新芬，让现场主持人撒贝宁为之
动情：“爱情就在这里！”

“这双‘手’是机械的，也是有温
度的，让我 20多年的心愿实现了。”
王俊景告诉记者，“这是‘八一’前
夕，我收到的珍贵礼物！”③4

还你一个“迟到”的拥抱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记者 石可欣

7月，清晨的飞行训练场，天边
的红日刚探出头，发动机的轰鸣声
已在机场上空响起。“向后带点杆”

“稳住，稳住速度”……在几千米的
高空，海军航空兵某团副参谋长张
抱指导着驾驶舱里的学员，开始了
一天的飞行训练。

和运动员一样，飞行员的工作
也可以被抽象成一串串数字，张抱
的那组数字可以称得上是“全明星”
级别的。连续安全飞行 1700 余小
时，担任飞行教员以来共培养飞行
学员 20多名，张抱被大家亲切地誉
为“蓝天铺路人”。

2002 年，张抱离开永城老家，
参军入伍。经过刻苦训练，张抱成
为海军首批自主培养的歼击机飞
行员、海军首批“双学士”歼击机飞
行员、海军首批自主培养的歼击机
飞行教员。2009 年 12 月，张抱满
载着“优秀学员”“技术尖子”等荣
誉，放弃了去一线部队建功立业的
想法，服从组织安排，选择了当飞
行教员。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教员，
必须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带教学员身
上，要有责任心、爱心、恒心，不放弃
一个学员。”7月 26日午餐时间，记
者见到了张抱，黝黑的皮肤是他长
期训练飞行的印记，带着河南乡音，
他用朴实的语言向记者讲述了他钟

爱的飞行事业。
“‘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

好兵的班长’，当教员也一样。”张抱
说。在带教 59期学员的过程中，学
员毕翔地面观察、协调能力差，技术
提高慢，大部分教员认为要停飞。
张抱却认为毕翔是个可造之才，只
要方法得当，完全没问题，他主动请
缨带教毕翔。

“我们都为自己立下目标，除了
日常训练，不放过任何休息时间，加
班加点练动作要领。”毕翔告诉记
者。在张抱的耐心指导下，毕翔的
技术提高非常快，顺利地放了单
飞。毕翔回忆起当年张抱对他的指
导，总是感叹：“幸亏当年张教员没
有放弃我，我才有机会实现翱翔蓝
天的梦想。”

在教学实践中，张抱总结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带教过程
中，他坚持与学员同学习、同训练、
同进步，要求学员掌握的，自己一定
先熟练，用榜样力量带动学员快速
成长。干一行，专注一行，出彩一
行，是别人对张抱的评价，也是他对
自己的要求。

2015年下半年，他果断放弃疗
养休假机会主动参与《教八飞机新
大纲》的编修、审核评定工作，在
2016年上半年新大纲试训过程中，
他又主动承担起《教八新大纲增训
内容教学参考》的编修工作，积极讲
解授课并参与试飞带教。

在担任副参谋长后，他仍然坚
持主动学习、科学组训，特别是在接
受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所需能力针对
性培养的任务后，他主动加强舰载
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多次赴舰载航
空兵基地学习调研，飞行技术和综
合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当记者问他，放弃到一线部队
建功立业而选择任教，后悔吗？张
抱笑笑说：“驾驶飞机畅享蓝天白云
带来的惬意，是每个飞行员的梦想，
但是作为一名军人，要时刻冲到最
需要的地方，当一名飞行教员，就是
我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③5

张抱：甘做“蓝天铺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