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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
动之一，8月1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南省艺术摄影
学会、省文化馆承办的“田野上的史诗——河南乡土摄影
70年”在省文化馆艺术中心展厅开幕，展览持续至 8月 15
日。

此次展览以 1949年至 2019年 70年间中原乡村变革
为主线，通过农业生产、乡村文化生活、旅游、环境生态、教
育、医疗、住房、交通、特色小镇等方面的珍贵视觉文本，把
70年来中原乡村发展的伟大历程呈现给观众，生动展示了
亿万中原儿女把中原出彩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在希望的田
野上绘就的美好画卷。

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会长姜健表示，展览将不同年代
的影像并置展出，用黑白和彩色相互衬托，以强烈的对比
展示70年来中原乡村的沧桑巨变。同时，也体现了河南摄
影家们自觉担负起记录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把目光聚
焦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③4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侯晖

“行动！”随着一声令下，潜伏多时的
狙击手沉稳冷静，精准狙杀；全副武装的
特战队员快如闪电，破窗突入……7月下
旬，伏牛山麓某军事训练基地，一场特战
演练激战正酣，担任此次行动的指挥员，
正是陆军某特战旅副参谋长付向海。

健硕的身材、刚毅的脸庞，目光炯炯

有神，让人觉得付向海“天生就是特种兵
的料”。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就要时刻以
昂扬精神投身练兵备战，才能扛起肩上使
命责任，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付向海告诉
记者。

付向海 1981 年 4月出生在尉氏，入
伍近 20年，从基层战士一路成长为特战
旅副参谋长，这位“特战尖兵”以逢敌亮剑
的血性和精湛过硬的技能，先后3次荣立
二等功、1次荣立三等功。

“武艺练不精，战场白送命。”这是付
向海写在笔记本扉页的一句话。2005年，
他参加上级组织的“猎人集训”，凭借过硬
技能和坚韧意志，一举夺得“金牌猎人”称
号；2009年，由于军事技能过硬、个人表现
突出，付向海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指挥军

官”……近年来，付向海先后参加近20次
集团军以上比武竞赛，共取得10余次个人
单项第一名、6次团体总评第一名。

在国内比武场上书写光荣和辉煌的
付向海，在维和战场和国际赛场也毫不含
糊。

2007 年 11 月，付向海通过层层选
拔，作为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维和大
队先遣分队的一员，带领警卫分队奔赴任
务区。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
务的 14个月里，付向海参加过多少回巡
逻、处置了多少次险情，自己也记不清楚
了。可说起这些经历，他却是一脸自豪：

“当兵不怕经历战火，这次维和，让我的军
旅生涯多了一份厚重履历。”

2017年年初，付向海作为领队，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2017”比武集训。此

时恰逢部队调整改革，不少参赛队员因为
单位移防、岗位调整，训练积极性受到影
响，成绩也随之下滑。

得知这一情况，同样面对进退走留的
付向海把队员召集起来。“即使脱下军装，
也要在最后的军旅生涯为国争光！”付向
海的话掷地有声。

比武场上，付向海奋勇争先，一举夺
得“领队武装越野”项目第一的优异成
绩。队员们在他的激励下，一鼓作气，接
连拿下 4个单项第一、1个团体第一、3个
团体第二，以团体总分第二的成绩为祖国
和军队赢得了荣誉。

尽管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但付向海
依然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

他带领专业骨干扎根野外驻训场，深
入研究实战条件下特战技能组训模式、实
际应用等多个难题，制定出格斗、攀登等
6本口袋教材，总结推广“循环功能训练”

“多点快速射击”等13种组训方法。
付向海说：“训练场就是战场。只有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专业练到极致，才能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③9

付向海：一直冲锋的“特战尖兵”

□本报记者 刘勰
本报通讯员 李振平 王思俊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你们全家，
有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你们一定会
好起来的！”7 月 30 日，由“中国好
人”拥军模范梅竹带队的爱国拥军
小分队，从郑州来到鹿邑县真源医
院，看望军转干部董震一家。拳拳
拥军心、殷殷优属情，感染了在场每
一个人。

梅竹被称作是双拥战线上的模
范。从18岁开始，她每逢“八一”建军
节都要带领拥军小分队，为战士们送
去书籍、文具、水果、食品、衣物等慰
问品。凭着这份执着，2016年 4月，
她荣登“中国好人榜”和“全国最美家
庭”。

董震则被同事们评价为“铁一般
的军转干部”。在新疆尽职戍边十多
年，多次立功受奖，堪称戍边功臣。
2001 年转业，先是被安排在周口市
工商局机关工作，他却主动申请到基
层去，要在一线体现人生价值。分到
鹿邑县城商贸中心工商所后，他认为
还不是基层，又主动要求到艰苦的乡
镇工商所，直到去了马铺镇工商所工
作。前段时间，他因突发脑梗，瘫痪
卧床。

“八一”建军节前夕，梅竹了解到
董震的情况后，立刻联系社会爱心人
士十多人组成拥军小分队，赴鹿邑看
望董震和其家人。

在病房里，拥军小分队和鹿邑县
相关部门同志详细了解董震的身体
状况和治疗情况，询问家属有哪些困
难，并送上慰问金。

“爸爸瘫痪在床，家里确实遇到
了困难。但政府一直关心着我们，现
在梅竹阿姨和拥军小分队又赶来看
望，我们一家心里暖暖的，一定会振
作起来，渡过难关！”董震的女儿董永
芳眼含泪水、语气坚定。

“今后我们将动员更多社会力
量，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凝聚爱
国拥军正能量。”梅竹说。③9

拥军模范
看望戍边功臣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屈会超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国防教育
竞技大赛总决赛中，代表我省出战的河南
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河师大”）女生王晗
表现出色，成为该赛事女子成人组的新任

“探花”，为河南赢得了荣誉。
7月30日，记者见到了凯旋的王晗——

与预想的不同，这竟是一个略显单薄、长相
清秀的“邻家女孩”。王晗开门见山：“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与我特种兵的经历密不可分。”

2015年，18岁的王晗成为河师大社
会事业学院的一名大学新生，但她心里却
始终有着一个“军营梦”。随着大学课堂上
国防知识的普及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她圆“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王晗的想法得到了学校老师的支
持。2016年 9月，王晗光荣入伍，成了绽
放在北部战区陆军某部的一朵“军中绿
花”，3个月后被选拔进入特种部队，开始
接受更加严酷的训练。

特种兵的日常生活紧张艰苦，每一天都
要咬紧牙关才能“撑”下去。尽管如此，2018
年9月要退伍的时候，王晗十分不舍，她说，特
种兵生涯“痛并快乐着”，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生
经历，绝对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这段经历在王晗心里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即使她脱下军装重返大学校园，还
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朵“绿花”在校园
里开得更加绚烂。

今年4月，在放学的路上，王晗看到一个
女生蹲在路旁痛苦地呻吟，马上把这名女生
背起来，一路小跑送往最近的诊所。

“虽然退伍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兵，群众有难我哪能袖手旁观？”王晗说。

两年不摸教材，知识已经生疏。王晗
毫不胆怯，学不会就加倍学，成绩落后就
使劲赶，很快她就迎头赶上，因品学兼优
获得河师大“五四青年奖章”，还被评为优
秀团员、文明学生。

“当特种兵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学
习上这点小小的困难难不住我。”王晗说。

以前的王晗喜欢安静独处，是个偏内
向的女孩。而现在她积极参与班级和学
校的集体活动，在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上
讲述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数千名师生。

“有战友们在负重前行，才有我们的
岁月静好。入过伍当过兵，我更加珍惜美
好的校园生活，要用更积极的态度，活出
更洒脱更精彩的人生。”王晗说。③4

“军中绿花”重返校园更绚烂

8月1日，濮阳县八公桥战斗纪念馆内，90多岁高龄的老红军杨春成在给小朋友们讲述革命故事。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该县组织开展“听红军爷爷讲革命故事”主题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怀。⑨3 刘宏宇 摄

产业“扶贫牌”开封打得巧

“河南乡土摄影70年”开展

8月 1日，夏邑县市民在县智慧图书馆借阅书籍。暑
期，该县数字图书馆和智慧书屋24小时免费开放，吸引了
众多读者前来阅读。⑨3 夏天 摄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云台小区退休老干部任铁龙
这几天既开心又有点遗憾：开心的是，云台小区最近接待
了从中央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调研，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 7
月 27日来到小区，对小区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遗憾的是，
他和居民们半年前就准备好的锦旗，没有送出去。

云台小区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受到关注和肯定？为何
大家要送锦旗？

8月 1日，记者走进云台小区。这个建于上世纪 90年
代的小区，给人的感觉是旧而不破、旧而不脏、旧而不乱。

“以前小区可不是这样。”任铁龙说，小区入口是一个
斜坡，一下雨，本就坑洼不平的地面积满了水坑，大家只能
深一脚浅一脚蹚着走过，小区居民怨声一片。

改变从2018年小区成立党群议事会开始。
山阳区在全力推进“四城联创”工作中，积极探索老旧

楼院治理新模式，推行党群议事会社区治理机制，以实施
党群 360民生服务项目为依托，推动老旧失管楼院旧貌换
新颜。

任铁龙被居民推选为小区党群议事会主任。他上任
伊始，就带领议事会成员通过 360民生服务项目积极申请
和筹措资金14万余元，修地面、栽绿植、归整电线……小区
实现了“一眼净、一眼齐、一眼美”，还被评为山阳区六星级
文明楼院。

“脏乱差”摇身一变“绿净美”，居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
头。小区入口的对联表达了大家的心声：环境升级 400居
民齐叫好，旧城改造360项目新倡导。

“这都是‘四城联创’带给我们的实实在在的实惠。”任
铁龙说，居民们非常感恩，准备了四面锦旗，一面给市委，
一面给山阳区委，一面给街道，一面给社区。其他三面都
送出去了，就是给市委的锦旗一直没有机会。听闻市委书
记王小平要来调研，任铁龙认为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王书记婉言谢绝了。他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跟
居民再贴近一点，工作再做细做实一点，争做全市乃至全
省老旧楼院治理的典范。”任铁龙说。

虽然锦旗没有送出去，但是炎炎夏日里，付出有回报，
还是让大家的心田如同流进了一股清流。③4

一面没有送出去的锦旗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为鼓励、支持、便利外籍人才、
外国优秀青年和外籍华人来郑州创新创业、投资兴业、学
习工作，8月1日，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发布消息，按
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安排，即日起，郑州市全面实施 12
项移民和出入境便利措施。

12项便利措施主要涵盖四个方面：
扩大外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对象范围。对外籍高层

次人才、有博士学历或长期在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工作的外
籍华人、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外国人才、
符合工资性年收入标准和纳税标准的长期在华工作的外
国人，提供申请办理在华永久居留便利，上述人员的外籍
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申请。

放宽签发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为来华
经商、工作、研学的外国人签发长期有效的签证和居留许
可。对国内重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邀请来华
从事技术合作、经贸活动以及在华工作的外籍人才，对外
籍高层次人才工作团队及辅助人员，签发2—5年有效签证
或居留许可。

拓宽外国人才引进对象范围。为外国优秀青年在华
创新创业提供服务，对在国内重点高等院校、国际知名高
校毕业的外国优秀学生在华创新创业、国内知名企事业单
位请来华实习的外国学生，提供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
支持和便利服务。

提高外国人服务管理水平。在外国人较集中地方探
索建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站点），搭建移民交流互动平
台，为常住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律援助、语
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

据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目前常住郑州的
外国人约有 5000人，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南非、坦桑尼亚、泰国等国家，大多为留学生，还有一部分
人员在大中专院校或在语言培训机构担任外教工作。③4

在郑外国人
可享12项便利措施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眼下，一条特色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在开封越拓越宽。

8月 1日，开封市扶贫办负责人表示，开
封市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
之策，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融合、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等途径，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2018年，全市共完成产业扶贫项目273
个，带动贫困户 56985户 177336人。当年
年底，开封市国调队随机抽样显示，全市产
业扶贫措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带动贫困户年
均增收4800元以上。

打造特色产业融合带贫。立足于本地
产业发展现状，开封市在一二三产融合方
面着力，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特色带贫产
业。杞县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大蒜种植，通

过大蒜产业“六个对接、六个打通”扶贫带
贫模式，带动贫困户参与到大蒜种植、加
工、仓储、物流等各个环节，保障贫困户依
托大蒜产业稳定增收，走出了一条大蒜产
业化精准扶贫的路子。该县与中国农业大
学合作，在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建成国
家级大蒜研发成果转化基地，进一步打破

“蒜周期”。目前，潘安食品年深加工处理
大蒜 3万多吨，其产业扶贫项目已覆盖 20
个乡镇 197个村，带动贫困户 1165户 3400
人，贫困劳动力仅从事大蒜分拣、打包、装
卸等务工收入，每人每天 200 余元。围绕
菊花产业发展，开封市完善菊花种植、观
赏、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加强
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稳

定增收。
围绕全域旅游打造“旅游扶贫”模式。

建立乡村旅游项目库，加快推进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休闲观光园区等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在祥
符区、鼓楼区探索有利于贫困户参与的旅
游 扶 贫 新 模 式 ，带 动 贫 困 户 稳 定 增 收 。
2018年，全市乡村旅游产业带动贫困人口
4642人就业。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贫。过去一年，开
封市探索龙头企业带贫，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龙头企业+生产基地+贫
困户”等多种模式，提高贫困群众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全市培育带贫龙头企业 31
个，覆盖贫困户 5240 户；挂牌扶贫车间 45

家，带动贫困户 776户 903人；培育带贫合
作社 437个，覆盖贫困户 4465户。通许牧
原公司通过与通许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签
订租用合同，以资产收益方式带动贫困户
3000余户增收。

创建平台带贫。创新“扶贫+电商”产
业扶贫模式，积极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培训
扶贫干部 1万余人次、贫困户 2561人次、电
商带头人 362人次。全市在 367个贫困村
建设电商服务站，实施科技特派员助力脱
贫攻坚“十百千”工程，建设科技扶贫示范
基地 7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445人，其中
贫困户 207 人，在 122 个贫困村推广示范
新技术、新成果 258 项，惠及群众近 5 万
人。③9

发展特色产业融合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