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
一个绿之风人都以她为荣。
我们唯有踏实苦干，努力做
‘李芳式的好老师’，方能不
负她对农村教育事业的热爱
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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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迎辉 宋敏

电力扶贫，动力十足，照亮山村致
富路。连日来，记者走进平顶山、南阳
等地偏远山区，看“电力人”如何下乡
进村，助力全省脱贫攻坚。

“铺设线路、机井灌溉、冷库储
藏……多亏了充足的电，今年俺村里
的果子不仅没坏，还卖上了好价钱。”
10月18日，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党支
部书记梁留恩高兴地说。

刘文祥村曾是叶县有名的贫困
村，全村 235户有 112户是贫困户。
该村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电力
供应也时常不足，村民以种粮为生，
收入有限。

2015年，平顶山供电公司与刘
文祥村开展结对帮扶以来，通过安装
太阳能路灯、硬化入村道路、进行电
网改造、修建光伏电站等，让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特别是随着电网改造
和光伏电站的建设，该村不断扩大黑
李、油桃种植面积。截至2018年，全
村共有果林3600余亩，年产黑李、油
桃1800吨，年销售收入540多万元，
全村人均增收 5600元，林果业已成
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并助力该村
于去年年底实现脱贫。

刘文祥村只是电力系统助力全
省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据悉，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还积极参与开展定
点扶贫工作，共派出驻村第一书记
203名、驻村工作队员374人。截至
去年年底，我省电力系统定点扶贫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14491 户、50845
人，已脱贫12233户、43197人，脱贫
人口占比85%。

在南召县马市坪乡方冲村，一条
5.5公里长的公路蜿蜒山间，不仅拉近
了方冲村与外界的距离，更开启了该
村致富发展的新路子。在南阳供电公

司驻村第一书记李建鹏和村“两委”的
带领下，该村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村
里开设红薯粉条加工厂、发展养殖业
等，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以前家
电都只能当摆设，更别提功率大的机
器了；现在电闸一开动力十足。”村民
们对于脱贫致富信心十足。

通过一根根支架，光伏板铺在
地面七八米之上，远远望去犹如悬
空一般。在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
村，山间一处高架光伏发电站格外
引人注目。“这是全省第一座高架高
效光伏电站，不仅不影响植被，发电
效率还高于普通光伏电站10%。”10
月 19日，省电力公司驻娘娘庙村第
一书记雷军伟告诉记者。

如果说电力保障是基础，那么发
展产业则是关键。在电网升级改造的
同时，娘娘庙村以产业促发展，带动群
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壮大玉兰苗木
传统产业、投资300万元建成制衣扶
贫车间、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等，不仅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2018
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6万元。

“针对玉兰苗木传统产业，我们
按照‘互联网＋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成立三个苗木专业合作社和苗木
管理委员会，实现对贫困户全覆盖；
注册‘皇后玉兰娘娘’商标，建立村级
网站，拓展电商销售渠道，四年来销
售玉兰苗木 2000 余万元。”雷军伟
说，截至2018年，该村134户贫困户
已脱贫 113 户，贫困发生率降至
1.6%，已实现脱贫摘帽。

“过去我们主要把基础建设提
升了，今后要在产业增收上下功夫，
比如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建设旅游
通道、搞水产养殖、开发漂流等，早
日走上小康路。”谈及下一步的打
算，雷军伟信心满满。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赵炜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余热就发
个余光吧！即使我们没热了，没光了，
死了，也要把遗体献出来。我曾在医
院当过副院长，知道学生们难得在尸
体旁上一次解剖课。所以，我给党的
最后一次贡献，就是把遗体献给医学
院，用于教学解剖。”

这是郑州大学百岁老共产党员王
华冰生前多次表明的心迹。连日来，
王华冰老人的大爱义举，在郑州大学
师生中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10 月 11 日上午，原郑州工学院
（2000年郑州工学院、河南医科大学、
郑州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
学）党委副书记王华冰同志遗体捐献
接收仪式在郑大人体科学馆举行。此
前，其老伴、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武旋
声已经捐献了遗体。这对革命伉俪毕
生为人民服务，逝去又为医学献身，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最庄严的承诺。

王华冰老人 1918 年生于河南南
阳，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她毅然离家
出走，到开封独立生活，后经邓颖超介
绍入党。重庆六年地下斗争、远离领
导、潜回家乡南阳三年孤军作战、被诬
陷为“叛徒”……种种磨难中，她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的热爱从未改变。

1981年，中央下发关于逐步解决
干部队伍老化现象，实现革命化、年轻
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指示精神，作为
院党委副书记的王华冰便主动递交了
离职报告，并坚定地拒绝了领导让她
升任党委书记的决定。离休后的她时
刻关注学校发展，以一名普通党员的
身份继续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

一片冰心在玉壶。从事多年教育

事业的王华冰，对下一代有着特殊的
感情。早在 1985年，她和老伴就把全
部积蓄 4万元捐赠给家乡办学育人。
她注重以德育人，春风化雨般的爱滋
润着同学们的心田，学生们都亲切地
叫她“王奶奶”。

在王华冰家里，书桌、木床的油漆
大块剥落，一张竹凉席补了又补，除了一
台电视机，几乎没有一件可称“高档”的
家具。“钱这东西是购物的凭证，保持一
般生活水平就行，多了没用。”王华冰的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出了名的。韭菜
刚上市，一块钱一斤，不买；六毛钱一斤，
不买；两毛钱一斤，才买。她说：“营养价
值是一样的。”她拒升工资、屡退奖金，始
终保持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无私品格。
1981年建党60周年之际，她和老伴每
人向党组织交了1万元党费，这在物质
并不充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大数
字。别人问她：“有这个钱改善生活不好
吗？总捐出去，图个啥？”她毫不犹豫地
回答：“只图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

“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
产党员，我时常想起她……”，这是
邓颖超 1987 年书信中的一句话。后
来，当邓颖超听说王华冰和她的丈夫
几次将自己全家几十年积攒下来的 6
万多元钱拿出来支持教育事业时，非
常高兴地说：“王华冰同志不愧为党培
养几十年的老党员，多年不见，真想念
她。”

“一生奋战报国家，两番奠基促四
化。三四十年集六万，捐资办学育春
芽。献身医学表夙愿，死后何需用火
化！偕老同心共勖勉，儿孙勠力振中
华。”这是王华冰和老伴儿同赋的《离
休述怀》，亦是他们把一切献给党的真
实写照。③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花婷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获
得了‘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我为你
感到骄傲和自豪！”

“妈妈，教师节前，全区老师都到
你们学校开展了‘向李芳同志学习，争
做四有好老师’的主题教育活动，他们
还带来了你最喜欢的百合花。你放
心，你的学生们现在可爱学习啦。”

“妈妈，中秋节那晚，我又梦见你
了，你一直轻声呼唤着我的小名。你
放心，我会牢记你的教导，扎实干好本
职工作……”

日前，正在信阳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为帮助贫困学生而忙个不停的代
雨辰，和记者聊起妈妈李芳时，忍不住
泪水再湿衣襟。她说，每天夜深人静
时，她都会与妈妈有一次心灵对话。

2018年 6月 11日 17时 30分许，
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
学老师李芳，在护送学生放学回家时，
一辆刹车失灵的三轮摩托车，从坡上
向着正过马路的学生快速驶来。千钧
一发之际，李芳奋力推开学生，用身体
挡在前面，被撞倒地昏迷不醒，送医院
抢救无效后英勇牺牲。

消息传开，李芳的事迹传遍大江
南北，感动千家万户。去年9月 27日，
本报刊发长篇报告文学《岭上开遍呦，
映山红》，追踪李芳人生的闪光足迹，
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她先后获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2018 年最美

教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
殊荣，教育部和河南省还在全国教育
系统与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向李芳
同志学习的活动。她所在的小学，也
持续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一年多来，全校老师都在争当
‘李芳式好老师’，学校现在成了师德
师风教育基地。”绿之风李芳希望小学
校长王斌说，“为缅怀英雄，区里拨专
款在校园里建起了桃李芳华园和李芳
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新建了足球场
和篮球场，教学楼和少年宫也粉刷一
新，团中央还为我们送来了 30万元的
图书，有爱心企业为学校捐助了 40多
万元的教学设备……你们看，现在每
个班都装了触摸一体机、电子白板。”

“李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一个
绿之风人都以她为荣。我们唯有踏实
苦干，努力做‘李芳式的好老师’，方能不
负她对农村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期望。”李
芳老师生前同事王奎远哽咽着说。③3

争做 河南人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山水之间，你一直都在

“我给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就是把遗体捐给医学院”

电力十足，照亮致富路

10月22日，“碧源杯2019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郑州奥体中心
体育馆火热进行。该赛事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郑州市体育局承办，是郑
州市首次承办全国计划内羽毛球专业赛事，共有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600
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0月 18日，汝阳县第四届“溢香源”杯中小学科技节大赛活动在该县外国语小学举行。该县通过开展科技节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科学的魅力，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图为各样的手工制作引得学生投来好奇的目光。⑨6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沈若宸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让
“最早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

10月 19日至 20日，纪念二里头遗
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洛阳举行。来自各国的考古、历史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二里头遗
址及相关文化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国
家和早期文明”等展开系列研讨。

科学发掘六十载
三代考古人守初心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1959 年夏天，中国著名古史学家徐旭
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其
后展开了一场为期 60年、历经三代人
的考古发掘。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取得了
丰富的成果，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和
青铜器，发掘出一批宫城基址和宫城建

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杨育彬说，对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
实践中完成保护文物、进行考古发掘科
学研究的使命，是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60年，凝聚了三代考古人的青春
和汗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杜金鹏说，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
60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它收
获了“二里头遗址的范围”“二里头文化
分期”以及“推进了二里头文化性质的
研究”等重大成果，一次又一次刷新“中
国之最”。

揭开二里头面纱
“最早的中国”得以呈现

作为研究华夏文明开端的关键考
古遗存，二里头遗址揭开了“最早的中
国”的神秘面纱。专家们表示，二里头
遗址以其在早期中国形成发展史上特
有的历史地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
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载体，
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
王都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
展的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看来，二
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辐射，推动
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

“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
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
础。

讲好文物故事
守护文化“根”与“魂”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有气势，
内容全，高大上！”10月 20日，在纪念二
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上，专家高度评价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表
示，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
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
放，是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事件，可
以让更多游客看到60年来几代考古工
作者发掘出的、能够展示夏朝社会发展
的文物，对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日本中国考古
学会会长宫本一夫说，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为他们
直观了解文物、遗址，了解早期中国，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传承古
都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是连接过去、
现在、未来的桥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表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
成开放，将持续推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
掘、整理、研究和展示工作，使文物保护
成果更好地惠及民众，也将为洛阳的发
展带来更多惊喜。③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丽）10月 22日，记者从2019河南
（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郑州农博会”）组委会获悉，24
日 9时，为期三天的郑州农博会将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

本届郑州农博会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
郑州农博会将立足河南、联动全国、
辐射全球，紧扣“新产品、新技术、新
产业、新模式”主题，顺应现代农业
时代需求，集中展示现代农业的发
展成果，研讨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搭建专业高效的沟通、交流、合作平
台。以此为契机，促进我省现代农
业的健康、快速、高效发展。

据悉，本届郑州农博会展区规
模预计达 4.5 万平方米，其中室内
展区 3.3 万平方米，室外展区 1.2 万
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约 2200 个；
充分体现“政府支持，市场主导，销
售为王”的方针，在去年超过 10万
人次专业观众的基础上，组委会把
邀请专业观众作为今年工作的重
中之重。

在展会宣传上，发起单位之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利用宣传优
势，对郑州农博会进行全方位报

道。郑州农博会发起、支持、协办等
单位，也利用自身渠道优势，广泛邀
约专业观众。同时，组委会利用大
数据，广泛搜集专业观众信息，通过
网络、短信、电话等多种手段邀请专
业观众，全力打造销售市场。

农博会举行期间，还将举办
2019 河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
业博览会暨海峡两岸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论坛、2019河南省
植保信息交流与农药(械)交易会、
2019 河 南 秋 季 种 子 博 览 会 以 及
2019河南省首届大河食用菌论坛。

打好亲情牌、搭好创业台、唱好
家乡戏，为扶贫攻坚助力，为乡村振
兴添彩。本届郑州农博会还将多角
度体现“电商扶贫、展会扶贫”主题，
设置“电商扶贫展区”，全省各地尤
其是贫困地区将带来优质扶贫农产
品参展，并向全省的餐饮、商超等后
勤采购人员发出邀请。

除了展会现场参展商的精彩展
示，组委会还专门为观众准备了寻
宝活动。观众可以在展会签到台现
场领取寻宝图，分别前往展馆 A、B
厅指定展位进行打卡盖章，根据打
卡数量，兑换不同的礼品。

10月24日至26日，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盛宴齐备，只待您来！③9

本报讯(记者 杨凌)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宇通客车出口英国第
500辆客车成功交付。宇通客车携
手当地百年企业——Pelican En-
gineering，在英国利兹举办“英国
第 500 辆宇通客车交车仪式”。这
标志着中国客车在英国的销售迈上
新台阶，将促进中国产品更快走向
欧洲市场。

据悉，本次第 500 辆客车的采

购者 Nova Tour 公司已经向宇通
采购客车四次。Nova Tour 是宇
通在英国市场的 200余家中小运营
商之一，在过去的 5年中他们持续
不断地支持宇通客车。

从 2013 年到 2019 年，宇通在
英 国 的 客 车 销 售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115%，截至目前累计销售 500 辆，
在旅游市场占有率仅次于奔驰、沃
尔沃，位居第三。③5

宇通客车出口英国达500辆

2019河南（郑州）国际
现代农业博览会明日开幕留住历史根脉 传承中华文化

——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