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浩(勒报吉)吉(安)铁路(原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开通运营，我国铁路版图上又新增了一条纵
贯南北的能源运输大通道。浩吉铁路全长1813.5公里，它的开通结束了平陆、卢氏等地无铁路的历史，对于带动老区经济具有积极作用。⑨6 谢永彬 吴晓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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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是共产

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河南拥有深厚的革

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这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为

后世和家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流淌在1亿中原儿

女血脉中的红色基因。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家风，今日本报推出一组关于

红军后代、革命先烈家属的报道，讲述他们让红色基因历久弥

新、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故事，以飨读者。③6

□本报记者 王绿扬

“1935 年 7月，爷爷率领的游击
队还不足 100人，与敌人力量悬殊。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他带领游击队
员浴血奋战，和敌人斗智斗勇，用倒
穿草鞋、拖着树枝扫脚印等方法迷惑
敌人。”9月 24日下午，一场红色故事
会在新县县委会议室举行。主讲人、
老红军刘名榜的孙女刘小妹，讲述了
爷爷在抗战时期“倒穿草鞋”“山洞藏
银元”“粪筐运粮食”的故事。

“爷爷打游击时物资极度匮乏，
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一直保留
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领袖口磨破
了舍不得扔，缝缝补补继续穿；常年
脚踩布鞋，去北京开会时才会穿上仅
有的一双皮鞋……”刘小妹说，爷爷
勤俭节约的习惯深深影响着一家人，

“爷爷常常讲起战争年代缺衣少食的
故事，告诉我们要珍惜粮食，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
在刘小妹眼中，刘名榜对老区人

民比亲人还亲。她回忆，爷爷每次回
到新县，家里的大门总是敞开的，老
百姓都直接上门找他，不管大事小事
他都会倾尽全力帮忙。但对于家人
的事情，他连个招呼都不肯打。

刘名榜担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
后，他的子女依然留在新县老家。“我
父亲从 1958年起在新县机械厂担任
电焊工，由于缺少防护用具，视力下降
得很快，就找到爷爷希望能调换岗位，
但爷爷始终没有同意。”刘小妹说。

在近乎严苛的家风熏陶下，刘名
榜的子女、孙辈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做事认认真
真，做人清清白白’，这是爷爷留下的家
训，也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刘小妹
说，虽然爷爷已去世多年，但她经常把
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希望女儿继
续把爷爷留下的家风传下去。③5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母亲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我们住
的社区，所有认识她的人一提到她，都
会竖起大拇哥。”9月 28日，杨靖宇将
军的孙子马继民告诉记者。

“从小，我的母亲方秀云就用当年
爷爷与敌人抗争留下的一块桦树皮和
她的言传身教，将‘严要求、重责任、懂
知足’的‘九字家风’传给我们。”马继
民说。

1958年 2月，杨靖宇将军唯一的
儿子马从云到吉林去给父亲扫墓，在
墓前，父亲的老战友送给他一块桦树
皮，对他说：“你父亲当年就是吃这个
和敌人战斗。”从此，这块桦树皮成了
马家的传家宝。1964年，马从云因公
牺牲，年仅 38岁，拉扯 5个孩子的重
担全部落到了方秀云身上。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兄妹 5
个挤在只有3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日
子非常艰难。”马继民回忆道。

邻居多次对方秀云说：“就凭你这
身份，这么困难，找政府解决呗。”方秀
云总是笑笑回答：“就因为我这样的身
份，更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比起我公
公、婆婆当年的困难，眼下这点困难算
什么？”

后来随着几个孩子相继长大成人，
家庭条件有所改善，在马家的每次家庭
聚会上，方秀云总要拿出那块珍藏的桦
树皮，告诫孩子们：“不管社会怎么变，
咱们要守住自己，管好自己的嘴和手，
因为我们是英雄的后代。一定要给爷
爷增光添彩，不要给爷爷脸上抹黑。”

方秀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
孩子们，她的 5个孩子全是铁路系统
的普通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严格
自律，默默奉献，几个孩子多次被评为
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马继民告诉记者，为帮助爷爷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发展红色旅游，他接受吉
林省靖宇县的邀请，义务担任顾问。为
节省费用，他拒绝住宾馆，而是住在靖
宇县委为他设的临时办公室里。

“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块
‘传家宝’和‘九字家风’我们会一代代
传下去。”马继民说。③6

□本报记者 石可欣

金秋时节的新县箭厂河乡何岗
村，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
27日，皮肤晒得黝黑的许道伦正在
田间向农户宣传秸秆禁烧政策。其
实，记者眼前这位和群众打成一片
的驻村第一书记，是开国上将许世
友的孙子。

“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
了，你们更不能再戴！”午饭间隙，许
道伦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家风故事，
他说：“父亲的这句教诲，如今还时
常在我耳边回响。”

许道伦的父亲许光是许世友将
军的长子，一生谦逊低调，从未把父
辈的光环当作炫耀或谋取利益的资
本，对子女也是严格要求。

1994 年《一代名将许世友》出
版时，许光写下纪念父亲的文章，曾
有这样一段话：艰苦朴素是父亲的
本色。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
军服……他留给我们的唯一遗物就
是一个木箱，木箱里装的是旧军服。

“父亲和爷爷一样艰苦朴素，
一生只穿蓝色和绿色的军便服。
最开始是母亲帮他做，后来大姐留
一套作为模板为父亲定做。父亲
开始很喜欢，后来发现料子越用
越好就不满意了，再后来孩子们
送的新衣服他总是找借口不穿。”
许道伦说，“对子女严格要求、艰
苦朴素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下，许道伦
兄妹几个自幼就严于律己。在部队
服役期间，战友们都不知道许道伦
的身份。1985年复员前，许道伦鼓
足勇气，给父亲写了封信，希望通过
爷爷的关系给自己提干。

“他根本没搭我这个茬儿，只说
‘你已经光荣完成了兵役任务，回来
吧。’”许道伦不敢抱怨，乖乖转业回
家，成了一名月薪 48 元的二级工
人。今天，他成了一名奋战在扶贫
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

许道伦告诉记者，父亲的一生，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在基层一线脚踏
实地工作，和群众一起俭朴生活，从
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更没有向群众
要过一钱一物，他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传承着红色家风。“作为一名英烈
的后代，我也要将这种艰苦朴素的家
风一直传承下去。”许道伦说。③9

本报讯（记者 曹萍）9月 29日，记
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为表彰为我国中
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
物，日前，由国家卫健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等共同评选出的“全国中
医药杰出贡献奖”公布名单，全国共有
80人入选，我省张磊等3人获奖。

据悉，我省获得“全国中医药杰出
贡献奖”的 3人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张磊，河南省
邓州市中医医院院长、主任中医师唐
祖宣，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主任中医师郭维淮。

“国医大师”张磊，先后培养了 18
届优秀中医药本科毕业生，倡议“院校
教育+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中医药人才

培养模式，为我省中医药人才培养、中
医文化传承作出巨大贡献。如今他已
91岁高龄，仍坚持坐诊。

唐祖宣是全国唯一来自县级医院
的“国医大师”，他撰写学术论文 380
多篇，带领弟子出版学术著作 60多部
共计4200多万字；他曾当选多届人大
代表，在中医药发展方面提交建议等
560多件，推动了中医药立法进程。

郭维淮是洛阳平乐郭氏正骨第六
代传人、我国中医药界首位“白求恩奖
章”获得者，已于 2016 年逝世。他在
学术上保留平乐正骨精华，同时利用
现代科学技术，融合并打造新的“洛阳
正骨”技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平乐
正骨”跃上了新台阶。③5

我省3人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一块桦树皮
九字好家风

讲好红色故事 当好红色接班人

9月 29日，汝州市相关部门上门为第十届全国劳模周遂记颁发“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⑨6 亚琴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东升 杜思高

9月 28日上午，天空湛蓝如洗，青
山绿水环绕，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
首举行的“两山”擂台赛如期开打。

“新造林合格面积连续 11年居全
省县级前列，森林覆盖率由 37.9%提
高到 45.3%……”淅川县县长杨红忠
第一个上台打擂，他摆成绩、说亮点，
当仁不让。

南阳 13 个县区主要领导按照抽
签顺序，依次上台打擂，掀起一个个高
潮。9位专家评委现场打分。

据介绍，此次擂台赛总成绩由核
查造林基础分和擂台述评分两部分组
成，其中造林核查基础分占总成绩的
70%，擂台述评分占总成绩的30%。

经过 3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6位
擂主分别坐上擂台上设的 6把擂主座
椅。淅川县、南召县、西峡县获得金杯
奖，分别奖励资金 150万元；桐柏县、
卧龙区、镇平县获得银杯奖，分别奖励
资金 100万元；其他为先进奖，分别奖
励资金20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社会和
谐，就是要‘两座山’——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南阳市副市长李
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两山”擂台赛
是对南阳生态面貌、绿色经济、人居
环境的一次展示，更是以比赛促进
步、以评比促发展，对南阳市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一次宣传。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近五
年了，南阳始终把水源区生态保护作
为全市“一号工程”，牢牢守住1630万
亩林地这条生态“绿线”和400万亩湿
地水域这条“蓝线”，库区水质稳定达
到国家二类及以上标准。

南阳市林业局局长余泽厚介绍，去
冬以来，南阳投入造林绿化资金 28亿
元，共完成人工造林 75.72万亩，位居
全省第一；争取了南阳市有史以来林业
最大的国储林项目总投资135亿元，今
年高规格、高标准完成了20.97万亩国
储林造林任务，共投资 25亿元。同时
坚持高标准造林，打造了一批精品工
程，其中 500亩以上精品工程 245处，
1000亩以上精品工程72处。③5

渠首摆起了“两山”擂台赛

将门三代人 赓续好传统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9月 23日，
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
党的十九大关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要求，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司法厅、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推
动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
制度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
求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旁听庭审一
次。

据介绍，旁听庭审活动以网上观
看庭审视频为主，也可到法院现场旁
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遴选了适合国家工作人员观看的行
政案件、刑事案件等，发布在中国庭审
公开网、中国普法网、中国法律服务网

开设的专区（专栏），各级国家机关可
以选择案件安排旁听庭审工作。对于
各地审理的职务、涉黑犯罪以及罪犯
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
医患纠纷、重大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涉及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行政诉讼案
件；有较大影响的新类型案件，相关部
门可与法院协商，组织现场旁听庭审。

据悉，旁听庭审活动将作为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法的重要形式，计入
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培训学时学分。《意
见》要求，各级普法依法治理职能部门
要将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工作情况
纳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评比表彰，以
及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依法行
政示范单位创建指标体系。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陈
桐）9月 29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根据省政府关于开展“防风险、除
隐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的部署要
求，当前，该厅正在全力开展“迎大庆”
交通公安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自9月 20日启动以
来，省交通运输厅将18个省辖市、10个
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分为9
个组，采取3市组团、异地联合执法的方
式，整合3个地方的交通公安执法力量，
轮流集中查处 1个地方的交通违法行
为。重点整治以下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两客一危”特别是800公里以上班线客
车和省际旅游包车等严重扰乱运输市
场秩序、危及公众出行安全的违法行为；

“黑出租车”等严重扰乱出租车市场秩序
的违法行为；超限超载率50%以上特别
是“百吨王”等严重违法货运车辆；通行
上跨南水北调桥、上跨铁路桥尤其是郑
西高铁桥的超限超载违法货运车辆；主
要公路桥下堆积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
等；大货车超速、疲劳驾驶等。

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9
月30日，省交通运输厅将组织全省交通
运输执法机构统一开展“大执法”行动，
各地市至少要出动50%以上的执法人
员及所有能动用的执法车辆，安排多个
执法卡点，同时开展交通、公安联合执法
行动，全面查处和遏制各类交通运输违
法行为，全力保障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
庆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稳定。③4

我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机制
每年至少旁听一次庭审

全省开展“迎大庆”交通公安联合执法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两客一危”“黑出租车”等违法行为

为确保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原路网枢纽安全通畅，9月27日，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组织10余名职工，对郑州火车站201-207号道岔受
到损伤的5根枕木进行更换作业。⑨6 李中华 代家庆 摄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眼下，《焦裕
禄精神学习读本》《牢记总书记嘱托，推
进开封高质量发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口袋书》等5本开封特
色主题教育学习资料，在开封市所有党
员中人手1套，让大家时时学习借鉴。

学好焦裕禄精神，突出地域特色，
成为开封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高标准开局的一大亮点。全国和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召开后，开封市委提出明确要
求，将传达学习中央、省委有关最新精
神定为市县两级常委会重要议程，定为
全市各单位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和各级党组织“5+N”主题党日
活动的重要内容，全市上下实施“五个
跟进”，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高标准开局。

跟进筹备对接。开封市委成立主
题教育筹备工作组，实行月例会制度，
统筹推进主题教育前期筹备工作，并
根据需要随时召集相关成员进行专题
研究，力争工作出新、做实。

跟进学习教育。开封市委汇编5
本开封特色主题教育学习资料，供党
员领导干部学习借鉴；利用报纸、电
视、“两微一端”等媒介，开设专题专
栏，组织“市民考察团”，深入学习宣传

中央和省委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指示精神，为主题教育
开展营造浓厚氛围；挑选出一批有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先进典型组成巡回宣
讲团，做好主题教育巡回宣讲；组建12
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做好文
艺宣传。

跟进调查研究。开封市委结合全
市推动实现“两个高质量”的实际情况
和需求，市级领导干部示范带头，确定
了42个调研题目，推动党员干部走进
基层、走进群众，在基层一线掌握第一
手材料，真正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
析透。

跟进检视问题。开封市委主动承
接好省委第一批主题教育中本系统本
部门移交、发现的问题，围绕市委“贯
穿一主线一保障，确保两稳定，打好三
攻坚，抓实五突破”“破解民生八需八
难”等方面开展自查自纠。开封市委
坚持把每周一次的问题双向交办例会
上的交办问题，作为查找问题的重要
来源。

跟进整改落实。开封市委对照
中央和省委提出的9个专项整治具体
内容和检视发现的问题，不等不靠，
列出清单，责任到人，逐项制定整改
措施。③4

开封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标准开局

突出地域特色 实施“五个跟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