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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培训班有啥不一般
——全国高校青年党员骨干培训示范班侧记

刚听说新乡先进群体时，我的第
一反应是，是不是‘包装’出来
的？直到与榜样人物面对面，亲
眼看到他们造福一方的事迹，我
深切感受到，新乡这些典型人物
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吕艳兵

7月 24日，延津县魏邱乡 4000亩“三
樱椒”已长成拇指肚儿大小。“雷利宾你在
外面‘混’不下去了？回家种啥地啊。”今
年，在广州闯荡多年的雷利宾回到河南老
家办合作社种辣椒，面对质疑，他解释道：

“我现在有帮助乡亲的能力了，回家种地也
算是圆了一个梦。”

怎么说服乡亲们把一直种着传统农作
物的土地种上辣椒？靠的还是托管式种植、
保价单合同。“种子、施肥、防护合作社负责，

种植咱不用操心，合作社还跟俺们签了保价
单，销售也不愁，还有啥不放心的？”除了自
家的地，西南庄的郝春明又流转来亲戚的土
地共35亩，全部种上了辣椒。“俺这35亩地
全托管，贫困户还免收托管费用，浇地除草
不耽误打工，种上这辣椒俺有信心脱贫！”

“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也不敢给乡亲们
打保票。”雷利宾说，在 10 月底辣椒成熟
前，将建成“调味品”加工厂，将辣椒深加工
后，利用广州电商资源走电商销售途径。
目前，魏邱乡已有 4000亩地被种上“三樱
椒”，其中有 63户贫困户 300亩地，合作社
还为贫困户提供了15个岗位。

延津：托管种植辣椒为农民带来红火生活

防治大气污染
新乡有了新“武器”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实习生 陈曦

“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现场，这场培
训让我接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性再教
育。一次次热泪盈眶，一次次心潮澎湃，仿
佛新乡先进群体的优秀事迹依然回荡在耳
畔……”7月 22日下午，在全国高校青年党
员骨干培训示范班结业式上，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党支部书记、辅导员腾
婉蓉感慨不已。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
开展之际，7 月 17 日，由中央组织部、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省委组织部承办
的全国高校青年党员骨干培训示范班在新
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开班，来自全国 109所
重点高校的 183名青年党员骨干，在此经受
了为期6天的灵魂洗礼。

作为高校中最积极、最具活力的先进分
子，青年党员是具有影响力的优秀群体，是
青年学生学习的表率。因此，作为全国高校
青年党员骨干培训示范班，从一开始就全程

“高规格”设置：教育部从全国有关高校中精
心选调，共青团中央从全国“青马工程”学员
中优中选优；在培训管理上，中央组织部、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三家单位派出工作人员全
程跟班。

这个培训班,为啥选在新乡

近年来,我省注重利用丰富的革命传统
资源强化党性教育，用足用好历史教科书，
于 2012年年底统筹创办了焦裕禄、红旗渠、
大别山干部学院和愚公移山精神、新乡先进
群体、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统称“三学院
三基地”。短短 6年多时间，河南“三学院三
基地”已初步形成立足中原、面向全国的党
性教育特色阵地体系，打造出了党性教育的
河南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6月，新乡先进群体
教育基地以突出的政治性、时代性、实践性、
示范性，被中组部确定为 17家“全国党员教
育培训示范基地”之一，全省仅此一家。该
基地发挥新乡先进典型众多、基层组织建设
扎实、党建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可看、可
信、可学、管用”的培训特色，开发了党性教
育、基层党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课程体
系，打造了 30多个现场教学点、7条精品教
学线路。目前已累计承办 1000多个各类培
训班次。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乡先后涌现出“全
国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史来贺、“全国乡
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首届“感动中国
人物”张荣锁、“全国最美村官”裴春亮等 10
多个全国先进、100多个省级先进、1000多
个市县级先进，被誉为“群星灿烂耀中原”。

这个培训班，作出了怎样的“示范”

上午还在培训基地的礼堂里聆听大咖
讲座，下午已赶到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各
现场教学点，晚上,学员们分组讨论谈理想、
谈信仰，谈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作为……

短短 6天时间，示范班组织了 7次专题
讲座、8次分批现场教学、两次分组讨论，还
包括情景教学、视频教学、学员讲堂、互动教
学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将业务培训和党性教

育、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党的建设工作和
思想教育工作全面有机结合，瞄准如何贴近
高校青年思想实际，教育引导他们成长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在专题讲座中，既有《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
国经济——挖掘潜力、应对挑战的机制变革
与政策组合》等政策层面的课堂理论辅导，
还有《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突破
次元壁垒，为党赢得青年——新媒体时代的
网络舆论热点和群众工作》等具体工作经验
传授等，既有翔实数据，又有生动案例，学员
们纷纷反映学得深、用得上。

在现场教学环节，183名学员分批次走
进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各教学点，零距
离感受新乡先进群体的精神力量，进一步
提升党性修养。在新乡县刘庄村，他们追
寻老书记史来贺为全村百姓奉献一生的足
迹；在辉县市裴寨村，他们聆听村支部书记
裴春亮讲述裴寨十几年来的发展之路；在
卫辉市唐庄镇，实地探访金门沟闸沟造田
和唐公山荒山绿化现场，他们与年近八旬
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现场交流；在辉县市
回龙村，他们徒步穿越“当代愚公”张荣锁
带领群众开凿的回龙挂壁公路、感受回龙
巨变的震撼……

在观看由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职工
自编自演的情景教学剧《旗帜颂》时，学员感
慨道：“基地教职员工用别样的党课诠释了
新乡先进集体的精神风貌，真挚的剧情和朴
实的表演让观众热泪盈眶！”

在每次现场教学结束返回住地的大巴
车上，趁着“热乎劲儿”，带队老师们还要利
用乘车时间进行“车轮教学”，引导学员审视
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次培训，学员收获了什么

“刚听说新乡先进群体时，我的第一反
应是，是不是‘包装’出来的？直到与榜样人

物面对面，亲眼看到他们造福一方的事迹，
我深切感受到，新乡这些典型人物是实打实
地干出来的。”培训结束，武汉大学电气与自
动化学院团委书记王青坦言自己的心路历
程。她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培训太棒了！作
为一个思政教育者，她要把这次培训的所学
所思所想所感都传播出去，让学生在自己身
上也能感受到坚定的信仰。

在刘庄教学点，来自厦门大学的辅导员
刘恩恩说：“我也是‘刘’家人，作为一名共青
团工作者，工作中的很多困惑在刘庄找到了
答案。”

在和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面对面时，
学员们听完吴书记的分享，心潮澎湃，纷纷
举手发言。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钟开
炜感动不已，向吴书记请求：“我来时是戴着
我们大学发的党徽来的，今天被您的事迹深
深感动，看到了您佩戴的党徽，我请求和您
换一下，以此感受和汲取您的力量！”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三支部书记、
音乐与舞蹈学专业 2018级硕士研究生唐雪
菲说：“这两年，进入大学的‘00后’作为‘强
国一代’已经正式‘上场’，他们将亲历、见证
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我想把在这次示范班
上学到的内容传达到我们学校，带给我们年
轻一代的党员。”

在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团工委书记、
辅导员岳鹏飞看来，除了大咖们的专题讲
座，新乡先进群体的典型案例和事例，都能
够让他们有案可取，从而将理想信念更好地
践行到实践中。

做好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无疑是
引导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重要
保障。而作为提升高校党建水平的重要力
量，这183名高校青年党员骨干聚是一团火，
也必将“散作满天星”，带着他们在培训班学
到的方针政策、理念知识、经验方法以及从新
乡先进群体身上撷取的精神之花，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带动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者“比学
赶帮超”，在全国各地高校产生“点亮一盏灯、
照亮一大片”的辐射效应。6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通讯员 张洁 崔
静）7月 22日，记者从新乡医学院获悉，作为一所我省
独立建制的西医本科院校，该校已顺利完成本科一批
录取工作。与往年相比，热门专业报考情况持续增
温。

据悉，该校理科本科一批省内最低投档线535分，
超出一本线33分。在理科第一志愿计划录取中，热门
专业口腔医学的录取最低分达 573 分（超一本线 71
分），临床医学、医学影像、麻醉学、临床药学等专业录
取最低分也都超出一本线数十分。

与省内招生情况相比，今年新乡医学院在省外录
取情况喜人，生源质量也明显提升。目前录取结束的
省份有广西、新疆（本科一批对口援疆计划）、天津、内
蒙古、广东，其中广西、新疆和内蒙古是今年首次列入
本科一批招生的省份，报考生源充足，其中，天津和广
东最低投档线分别超一本线105分和104分。6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凌波)7月
16日下午，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乡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宣传贯彻暨新闻发布
会，为全面推进《条例》的宣传贯彻实施做准备。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是新乡拥有地方
立法权以来制定的第四部实体法，也是该市首部综合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9月1日起，这个新“武器”将正
式出现在新乡蓝天保卫战的“战场”上。

据介绍，《条例》共分五章四十四条 7308字，将国
家、省最新的政策文件精神，其他省市大气污染防治
立法中先进经验融入其中，坚持问题导向，构建了大
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系，重在解决影响新乡大气
质量重点领域的燃煤、工业、机动车、扬尘、农业、餐饮
油烟等方面的问题。

“《条例》的制定，标志着新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为改善新乡大气环境
质量、维护公众健康、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法律
武器和坚强保障。”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乐新
说。6

口腔医学录取最低分超一本线71分

新乡医学院热门专业
报考持续增温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崔兴辉

新乡市延津县王楼镇任庄村，2017年识别贫困户 40
户 137人，贫困发生率达 20.45%，被界定为省级深度贫困
村,这也是该县唯一的省级深度贫困村。

7月 24日，记者来到“传说”中的任庄村，只见“三横九
纵”的村路像城市道路一样干净整洁，每一条街道都有自
己的名字，下水道隐身路边实用美观，老化电路改造后工
整如琴弦。晚饭后，村民们来到文化广场跳广场舞、使用
健身器械锻炼身体，一派幸福安逸的景象。

曾经贫困落后的状况，只能从这场蝶变的见证者口中
觅得了。

“任庄村是个‘深坑’，需要我们来填。”来自新乡医学
院的省派第一书记徐刚珍说。刚来时，村大队的电费、纸
张费等，都需要村“两委”干部们兑钱。来到任庄村后，徐
刚珍多次组织村“两委”班子和致富带头人外出考察种植
加工业，结合任庄村现有的 26个温棚，10个冷棚，成立公
司。2018年年底，“牵线”新乡医学院卖出30多万元蔬菜，
为村集体增加6万多元收入，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通过学习外地经验，任庄村开启了新乡市第一家“爱心
超市”，村民通过整理户容户貌、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赚积
分换生活用品，目前已进行六次大的集中兑换活动，兑换物
品价值一万多元，一股文明新风吹走懒散，带来生机。

“脱贫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多亏了靳书记。”徐刚
珍说，村里的任全庆、任安生、任合献三个家庭中都有人患
癌，脱贫难度最大，延津县委书记靳新峰成了他们的帮扶
人，这些延津县最贫困村中的最贫困户成了靳新峰关注的

“硬骨头”。
“啥也阻挡不住靳书记的脚步，去年下大雪，靳书记来

到俺家看房屋情况，上一周下雨，靳书记来跟俺填了享受
政策明白卡。”贫困户任合献说，自己患喉癌时，靳书记像
老朋友一样给予鼓励。手术痊愈后，自己跟靳书记说想加
入合作社，将种植的二亩多“红肉”苹果扩大规模，靳书记
耐心讲解“户贷户用”政策，为这事儿十分上心。“现在3万
元小额贷款已经到位，俺这大病初愈，要好好干上一场。”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崔兴辉

7月 5日，家住延津县石婆固镇东史庄
的杨永春起了个大早，他因脑梗落下后遗
症，腿脚不方便，但还是一步一步挪到堂屋
门口，迎接装修队。

眼见着工人把老旧墙壁涂成了雪白颜
色，老杨感觉生活也明亮了起来。“李县长想
让俺每天都有个好心情，这俺都懂。”老杨
说，独自一人居住，加上行动不便，他曾一度
对生活失去信心，是延津县县长李泽宙来到
家中，不光为他“加油打气”，还为他装修房
屋，送来家电，重新燃起他对生活的希望。

“李县长推荐俺去镇里的托管中心，俺
不浪费那个床位，在家就能锻炼，等练好
了，俺也去村里扶贫车间做雨衣！”杨永春
重新规划起人生。

杨永春所说的扶贫车间，就在“村中

心”，主要生产雨衣、雨伞等户外用品，目前
有50余人在此务工，其中13人为贫困户家
庭。车间里，60多岁的郭秀兰熟练地拿起
一件儿童雨衣展开铺好，用手划了几条记
号，按照折痕把雨衣叠成方块，装进包装
袋。“俺一直想做点啥增加个收入，但家里

‘老头子’离不开人，现在好了，厂房盖到家
门口，走路两三分钟就到了，在这工作，一
个月能拿2000多元，还不耽误回家做饭。”

“李县长对病人户、残疾人户、独居老
人户、低保户、五保户、危房户这六类特殊
人员特殊照顾，除了该享受的政策一个不
少外，还注重他们的日常生活。”东史庄村
支书杨存安说，不久前村里组织文艺汇演，
村民自发编排节目，歌颂如今的幸福生活、
党的好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感恩之情。

据杨存安介绍，东史庄的主干道还将
按照城市标准统一绿化，村民直言，越过越
像“城市人”。

延津：精准扶贫盯紧六类人群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本报通讯员 吕艳兵

7月 24日，记者走进位于延津县魏邱
乡宋自村的新乡市秋景蓝花艺有限公司，
只见玫瑰、郁金香、马蹄莲、牡丹、菊花“开”
满生产车间，该公司仿真花太逼真，置身其
中仿佛有种嗅到花香的感觉。

“我负责做仿真花的叶片，熟练以后并
不难，剪出的叶片大小稍微不一反而更加
真实。”姬中玲是刘自村的贫困户，家中老
人需要照顾，3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开销
大，经济来源只有种地收入，来到公司后这
个家庭彻底改变了，现在已经成了“熟练
工”的她，不耽误照看孩子的情况下一个月
能拿到2000多元。

除了姬中玲，还有压制模具的李建霞、

行动不便把材料带回家做的王海萍……公
司因人设岗，闲散劳动力被集中起来，不外
出务工，也能创造效益。

“扶贫车间第一年免收租金，往后的租
金也不高，帮助贫困户也是在帮助我自
己。”秋景蓝花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宋崇立
告诉记者，创办公司前，夫妻两人在外漂泊
多年但事业没有起色。回家乡创业后，因
为有扶贫资金支持，且招工容易，公司规模
逐渐扩大，现已有魏邱乡宋自村、齐村两个
厂区，生产仿真花与绢花，产品主要通过电
商渠道销售，十分畅销。

“秋景蓝生产的是‘假花’，扶的却是真
贫。”宋崇立说，公司现有工人100余名，其
中贫困职工 34人。公司车间经过升级改
造，生产效率也提高了许多，下一步将开发
更多新产品，带动更多家乡人脱贫致富。

延津县魏邱乡：扶贫路上开“鲜”花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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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凯老师，我一定会考上大学，请
您等着我……”7月 5日，延津县魏邱乡中
魏邱村小学的教师办公桌上，放满一颗颗
彩色的“心”，孩子们把自己的心声，写在刚
学会的手工上送给老师。河南科技学院新
科学院大学生支教队伍 17级学生陈志凯
说，这是他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近日，共青团延津县委联合河南科技
学院新科学院、县扶贫办等单位发起“大
爱延津情暖童心”延津县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正式启动。魏邱村小学校长左
战伟说：“体音美是乡村教育的短板，也是
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大学生支教团的到
来，丰富了课外知识，为孩子种下彩色梦
想。”

据了解，参与支教的两支队伍均来自河
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分别驻扎在魏邱乡中
魏邱村小学和胙城乡胙城小学，开展为期10
天的支教活动，培训学生300余名，其中来自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学生16名。此次活
动主要目的在于服务保障延津县脱贫攻坚工
作，帮助广大农村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树立
远大理想、培育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高校支教扶贫 播撒彩色梦想延津：书记扶贫专挑“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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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开展暑期
“三下乡”活动，走进汴京灯笼张，学习传统莲花彩灯
制作，感受汴京灯笼张独特的艺术魅力，探索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何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中更好传承。6

任娜 陈秀娟 摄

我想把在这次示范班上学到的
内容传达到我们学校，带给我们
年轻一代的党员。

学员们在回龙教学点感受回龙巨变的震撼 徐坤 摄

学员们拍下感动瞬间 徐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