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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刘鹏 滑清泉

“妈妈，穿上您买的棉衣，很暖和，很漂
亮。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妈妈。春节
我一定回家和您一起过年！”

11月 28日，接到女儿古丽从新疆哈密
打来的电话，王继芳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这是一个中原妈妈情系天山女儿的动
人故事。

古丽名叫古丽阿依木·艾米肉拉，一个
21岁的维吾尔族姑娘。46岁的王继芳是河
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职工。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相隔千里的维吾尔族姑娘和
汉族妈妈结下了一世情缘。

今年 3月 23日，131名来自新疆哈密职
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统一安排，来到位于驻马店市的河
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进行为期3个月的交
流学习。这群能歌善舞的学生很快就赢得
了大家的喜爱，在学校餐厅工作的王继芳，
每次看到孩子们欢快地跳起民族舞时，就会
笑着加入他们。

然而，王继芳发现有个女孩儿总是独自
躲在一旁，眼睛里充满了孤独和忧伤。从带

队的新疆老师那里了解到，女孩儿叫古丽，
是个孤儿，3岁时父母病故，一直在福利院生
活，性格有些内向、不太合群。王继芳的心
被女孩的不幸经历深深刺痛。

一件件漂亮的衣服、一顿顿可口的饭
菜，王继芳经常把古丽带到自己家里悉心照
料，希望用爱去融化这个孩子冰封的心。但
她明显感受到孩子内心的忧伤并没有消解。

短暂的相聚怎能比一生的情？王继芳
决定认古丽为女儿，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她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更让新疆
带队老师和古丽激动不已。他们决定按照
新疆风俗，在重要的节日肉孜节这一天举行
授亲仪式。

6月 5日，肉孜节。授亲仪式上，在全校

师生的见证下，王继芳深情地对古丽说：“女
儿，你以后有妈妈了、有家了 !”古丽眼含热
泪地喊了一声“妈妈”，抱着王继芳泣不成
声。

从那一天起，古丽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6月 24日，古丽依依不舍地和同学们一起返
回了哈密。

相隔千里，可母女的“热线”一直保持不
断。天转冷了，王继芳十分挂念女儿。11月
23日，她专程坐飞机赶到哈密，给古丽带去
过冬的棉衣和家乡的美食。

王继芳告诉记者，她和古丽商定了，明年
毕业后，古丽就回到驻马店，在驻马店扎根，
与自己生活在一起。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
芳）11月 20日，全省首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鹤
壁市挂牌成立，旨在进一步提高农业领域执法水平，保
障全市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2018年以来，国家及我省先后出台文件，不断深
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动全省农业执法机构规
范设置、执法职能集中行使、执法人员严格管理、执法
条件充分保障。

据悉，新成立的鹤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
整合种子、肥料、农药、兽药、饲料和畜牧兽医、畜禽
屠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机械、动物防疫以及渔
业等分散在同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执法职能，并负责
组织查处辖区内跨区域和具有全市影响的复杂案
件、监督指导辖区内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和农业
执法工作。同时，县级政府也将整合组建执法队伍，
承担区域范围内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改变重
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方式，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
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③6

□本报记者 代娟

能创作漫画并发表作品，是不是很有
才？说来你可能不信，一所农村小学的孩子
们，在各类报纸杂志上频繁发表漫画作品，
甚至多次入围国内外漫画大赛。

11月 28日，记者走进卫辉市城郊乡唐
岗完全小学，随处可见以漫画为主题的各类
标识、宣传栏，学校内的墙柱、空白墙壁上，
也被用来展示孩子们的奇思妙想。

随处可见的漫画，成为学校
亮丽的风景

14时 40分，上课铃响，五年级二班的孩
子们瞬间安静下来，等待上他们最喜欢的美
术课。

“画鼠，我们首先要了解老鼠的特点和
与鼠相关的知识……”这节课，美术老师徐
曙光给学生们布置了《幽默与笑话》杂志的
漫画大赛参赛任务。明年是鼠年，大赛要求
参赛者围绕生肖鼠做文章。

一所农村小学，为何开设了漫画课堂？
原来，早在 2012年，唐岗完小获得“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支持后，迅速组建了音乐、舞
蹈、书法、器乐等多个兴趣特长班，其中就包
括引进坚持漫画创作十几年的徐曙光作为
漫画老师。

没想到，徐曙光的漫画课学生们很喜
欢。一年后，学校正式聘任徐曙光为该校美
术代课老师，将漫画欣赏与创作作为该校的
特色课程。

几年来，随着孩子们的作品被越来越多
的杂志报纸采用，唐岗完小还不定期挑选出
优秀原创作品刊印漫画作品集进行展示。
学校还在少年宫后的通道墙壁上建起“奇思
漫道”长廊，展出 200余幅学生自创的漫画，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漫画让学生们感受到创作的
快乐

前不久，为表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
含义，五年级的李世奥同学创作了一幅漫
画：钓鱼的人刚举杆庆幸时，被一条鳄鱼瞄
上了，而鳄鱼的背后还有一只豹子。“我喜欢

漫画，它能让我把心里的奇思妙想通过画笔
表现出来，开发了我的想象力。”

12岁的张梦涵今年上六年级，已在各
类报刊发表了多幅作品。今年她在人民日
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上发表的作品
《钉子》，还获得了 50元钱稿酬。在学校周
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将样报和稿费当着
全校学生的面递给她时，小姑娘心里乐开
了花。

唐岗完小校长郭好梅介绍，6年来，全校
六成以上的孩子参与漫画创作，先后有 100
余名同学在《讽刺与幽默》《儿童漫画》《漫画

月刊》等期刊杂志发表作品 400余幅，获得
各级各类漫画大赛奖项 80多个，10多幅学
生作品入选塞尔维亚国际野生动物主题漫
画大赛、伊斯坦布尔国际漫画展等国际漫画
大赛。著名漫画家李坤为唐岗完小题词，

“缸小碗小糖不少”，表达对该校漫画创作的
肯定。

特色内涵式教育，让孩子拥
有有趣的灵魂

徐曙光有自己的漫画培训工作室，为何

还要到唐岗完小做一名每月只有 1000多元
工资、担负每周15节教学任务的临时美术老
师？

“我感动于孩子们对漫画的热情，也希
望通过漫画进课堂，让更多的孩子了解漫
画、喜欢漫画、创作漫画，从漫画课堂学习真
善美，开发想象力。”徐曙光说。

卫 辉 市 城 郊 乡 中 心 校 校 长 孙 锦 霞
说：“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育人的根本是塑
造人的灵魂。除了知识储备，我们更想通过
特色内涵式教育，让身处乡村的孩子们也都
拥有饱满有趣的灵魂。”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1月 28日，2020届河南省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启动仪式暨河南省第三届
校企合作就业创业项目推介会开幕式在郑州举行。

在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就业
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多重压力下，我省2019届高校毕业
生截至 9月 1日的就业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这样
的成绩来之不易。预计 2020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将达
66万人，再加上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任
务更加艰巨。

“各高校要增强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紧迫
感,确保每一名毕业生都知晓政策、用好政策，提高岗位
信息与求职信息匹配效率。”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吕冰说。

当天还举办了2020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线上线
下共吸引380余家事业单位及大中型企业，提供优质就
业岗位98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人入场求职。

这两天，我省还将举办第三届校企合作就业创业
项目推介会、人力资源专题高峰论坛、全省“翰林奖”大
学生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决赛等。③8

2020届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全面启动

预计明年我省高校毕业生达66万人

全省首支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挂牌

种下亲情树 千里心连心

中原妈妈情牵天山女儿

一所农村小学孩子的漫画作品屡获大奖

唐岗完小，“缸小碗小糖不少”

《环保卫士》彭丽涵 《蜡烛》尹于方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11月 27日，在济
源市承留镇金利重型工程机械制造项目现场，该市举
行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的项目
共28个，总投资57亿元。

其中，工业项目10个，总投资20.1亿元，金利重型
工程机械制造、国泰铂固年产 40万吨紧固件、华乐珠
宝年产 50吨黄金饰品等项目，对优化工业经济结构、
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服务业项
目6个，总投资7.5亿元，包括柿槟村仓储零担物流、黄
河三峡地质遗迹科普及文化旅游等项目。城建项目7
个，总投资18亿元，包括第三水厂配水管网、城市热交
换站改造等项目，将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城市
建设。3个农业项目总投资 10.6亿元，将进一步统筹
城乡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

截至目前，济源今年共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50个，
总投资约571亿元。③3

济源第四季度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7亿元

近日，荥阳市供电公司领导班子
组织党员干部和各支部书记到郑州
供电公司参观“雷锋号”展厅，学习

“雷锋号”精神，汲取榜样力量，感悟
初心使命。

“雷锋号”展厅作为郑州供电公
司一张融合创新工作、红色教育、
成果展示于一体的特色品牌名片，
共分为“信念的能量、忘我的精神、
大爱的胸怀、进取的锐气、前进的
动 力 ”五 个 展 区 。 据 了 解 ，“ 雷 锋
号”电力抢修队成立于 2002 年 3 月
5 日，从最初的 3 人发展壮大到如
今 180 人的抢修队伍。多年以来，
队员们秉承“雷锋出发，点亮万家”

的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带电
作业、重大保电、电缆维护等本职
工作，积极开展“四进”活动等善小
行动，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详细观看
了展厅的图片和模型，并认真听取

“雷锋号”电力抢修队的先进事迹，
通过学习榜样先进事迹，大家纷纷
表示，要学习榜样甘于奉献、敢于担
当的精神，在公司上下彰显共产党
员坚定信仰、担当作为、服务群众、
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为企业发展
作出新贡献。

（李承育 王莹）

荥阳市供电公司
学习“雷锋号”精神 甘奉献 勇担当

11 月 26 日，内乡县供电公司西
片供电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共同
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网上展
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
为工作动力。今年以来，公司党委坚
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面贯彻新
时代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进一步规范
公司党委标准化建设，严格执行党委
会议事规则，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政治核心作用，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公司和电
网高质量发展。

公司加强党建阵地建设，打造党

员“指尖”党建阵地。充分运用“学习
强国”、国网党建 APP、党支部微信
群，构建上下联动、内外结合的“党
建+互联网”平台，将政治理论学习作
为每天工作生活的常态。扎实推进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举办“初
心 50载、壮丽 70年”主题党日竞赛，
实施“三会一课”质量提升工程。进
一步明确“党建+电网建设”“党建+供
电服务”“党建+优质调度”3项公司级

“党建+”项目，使党建工作方向更明
确、重点更突出、任务更聚焦，切实转
变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党建工作与其
他工作“两张皮”的问题，推动党建工
作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
变。 （刘文娟）

内乡县供电公司
旗帜领航 奋勇争先

11 月 27 日，唐河县供电公司评
选的 2019年“文明职工”“文明部室”

“文明家庭”先进人物新鲜出炉，为企
业选立先进典型、倡树文明新风、凝
聚正能量再添新篇章。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
量，激励全公司上下树立讲文明、树
新风的社会主义新风尚，营造孝老爱
亲、向上向善的企业生态，唐河县供
电公司党委在全公司上下开展 2019
年文明系列典型人物评选活动。此
次评选活动以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向
好，提高全公司员工道德素养、提升
社会文明程度、打造和谐健康“好家

风”为根本目的，以开展“文明职工”
“文明部室”“文明家庭”评选为主要
内容，以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品德高
尚、家庭和睦为标准，按照实事求是、
公平公正的考评原则，凝聚起全公司
干事创业、勇于争先的强大合力，为
推进电网建设和企业和谐稳定作出
积极贡献。

据悉，经过自下而上的推荐，评
审小组审查，党委会研究，来自该公
司各个部门的40位员工被评为2019
年度“文明职工”；6个职工家庭被评
为“文明家庭”；3个机关部室被评为

“文明部室”。
（王素峥 王婷）

唐河县供电公司
选“文明” 树新风

制图/王伟宾

徐曙光 供图

11月27日，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前楼村农民梅
贤宝夫妇在收获火龙果。他们2017年返乡创业创办贤
宝家庭火龙果种植农场，引进正宗软枝红心火龙果苗及
种植技术，亩均收入可达3.5万元。⑨6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