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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学彦 孙勇 史晓琪 屈晓妍

有一种记忆，如同人类文明的火
种，永远不能湮灭。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
日。在历史翻页时的巨大回响中，有
一段沉郁雄浑的壮歌，属于河南大
学，属于青年。

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河大师
生手无寸铁，却不畏生死，八年五次
迁徙，将课堂作为战场，把读书当成
战斗，以血肉之躯守护着千年积淀的
文化命脉。

80多年后，在今年年初抗疫最吃
紧的时期，河南省疫情防控第九场新
闻发布会上，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作
完常规答问后，意外地多答了一道

“附加题”，精彩震撼、直击人心，迅速
走红网络，在广大青年学子中引起强
烈共鸣——

河南大学八年抗战的办学历史，
表现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这也是我们河南教育的精神。面
对疫情，我们要把灾难变成教材，培
养学生们坚韧不拔、从容不迫、爱国
爱民的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与祖国
一起成长，用成长的足迹踩踏灾难，
让不幸成为通往幸福的桥梁。

穿过厚重的历史烟云，两代人相
似的历史遭际，两代人相同的家国情
怀，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交汇共振。历
史深处的河大流亡办学，抖落了一身
尘埃，在当代学子们心中重新燃起青
春的火焰。

纪念日，开学季，第一课。沿着
当年的足迹重走河大流亡办学路，我
们强烈地感受到，那一代人在血与火
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中绽放的青春

之光，依然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心
中燃烧、传递，如同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
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绵绵不绝、生生
不息，唤起未来更多的青年学子们与
祖国同行，如云蒸腾成云海，如树连
绵成森林。

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

一路寻访，我们常常在想，

当莘莘学子，已无一席静地安放

书桌，须辗转迁徙躲避战乱；巍

巍中华，山河破碎亟待儿女们力

挽狂澜，那在山道上青衣长衫、

蹒跚而行的羸弱书生们，是什么

在支撑着他们坚定前行？在那

些勇气、希望和坚韧里，又有着

怎样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让

今天的学子们从中汲取无穷的

力量？

——记者手记

8月 6日，信阳鸡公山，流亡办学
第一站。我们来时，正值盛夏，这个
避暑胜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
节。

站在报晓峰俯瞰，红娘寨上那座
著名的姊妹楼，便是1937年底搬迁至
此的河大校部。现在的游客，可在树
荫下欣赏这座西式建筑的美轮美奂，
然而当年在此读书的河大师生，却时
常看到呼啸而至的日本轰炸机，听到
日军繁密的枪炮声。

与姊妹楼遥遥相望的志气楼，南
墙上至今还残留着日机扫射的上百
处醒目的弹痕。

随着河大校史馆馆长王学春的

讲述，那段既艰苦卓绝又荡气回肠、
既惊心动魄又可歌可泣的岁月，在我
们眼前渐次铺展。

1937 年 7 月，日军攻陷北平、天
津，11月，又占领安阳，豫北各县相继
沦陷。七朝古都开封，血雨腥风的前
夜，时任河南大学校长的刘季洪意识
到，学校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
刻。

据日后的资料统计，当时全国108
所高校，受日军破坏或轰炸者达91所，
25所高校为此被迫停办。战争时期丧
心病狂地轰炸大学这种非军事目标，
其用心极为险恶：“欲亡其国，必先亡
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炸掉
高校，就是毁灭中国的未来。

校运与国运，从未如此紧密相
连。

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
为保存中国文化教育命脉，沦陷区的
许多大学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河
大撤离开封势在必行。经校务会讨
论决定，学校分两路，一路向南，进入
信阳鸡公山，一路奔西南，进入南阳
镇平。

从 1937 年 11 月开始，河大就做
好了搬迁的准备。200 多位老师，
1000多名学生，陆续向鸡公山和镇平
县进发。

1938年初，刘季洪校长走出南校
门，成为最后一批离开学校的人。彼
时的他并未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
是一次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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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31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8月 31日召开会议，审议《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
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
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
和客观规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
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尊重规律，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要
大力推进黄河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节约用

水扩大发展空间。要着眼长远减少黄
河水旱灾害，加强科学研究，完善防灾
减灾体系，提高应对各类灾害能力。要
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势
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推
进乡村振兴。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
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
定文化自信。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加强统筹协
调，落实沿黄各省区和有关部门主体责
任，加快制定实施具体规划、实施方案
和政策体系，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取得
明显进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加强中央和
国家机关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
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
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态度更
加积极，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整体提升，
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积极进展，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斗争和恢复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等方面，积极履职、扎实工作。同
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
一些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整改落
实上较真碰硬，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
化日常监督，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
入班子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
功夫，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适应新时
代新形势新要求，深刻认识党和国家赋
予的职能职责，胸怀“两个大局”，强化
使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尽责的实
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增强
改革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巩固
深化机构改革成果，做到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要坚决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传导
压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持续整治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
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中央和国
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
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李铮）8月 31日，省
委书记王国生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论述，研究分析我省安全形势，部
署下步安全生产工作。

王国生听取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情
况汇报，和省应急管理厅党员干部一起，
围绕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逐一分析
原因，深刻查找问题短板，就做好下步安
全生产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王国生指
出，安全事故发生的背后都有麻痹大意、
行动迟缓、责任空转的影子，从根源上看
还是思想上出了问题。要善于从事故中
汲取教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入推进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在举一反三中更加
牢固地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提高安

全生产治理能力与水平。
王国生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决战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冲刺阶
段，黄河淮河汛期尚未结束，各种安全风
险交织叠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扛牢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
任。要把底线守得更牢，坚决杜绝麻痹
大意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范化解风
险这根弦，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
前、把准备做在前，以强烈的风险意识、
忧患意识，不放过任何风险苗头、事故隐
患。要把工作抓得更实，聚焦风险隐患，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重点地区，及时研究新问题、新情况，
全面深入查短板、补漏洞；聚焦基层基

础，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以务实作
风、管用办法，不断提高基层安全红线意
识、安全管理水平、风险防控效能；聚焦
氛围营造，深化警示教育、安全教育，提
高群众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营造安全
生产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要把能力练
得更强，强化培训演练，加强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
技术，提升应急管理科学化、专业化、精
细化水平，全面提高预警能力、决策能
力、救援能力、动员能力。要把责任扛得
更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紧压
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上下贯通、高效有序
的工作机制，持续凝聚分工合作、齐抓共
管的强大合力。

穆为民、武国定参加调研。③9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月 31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
要文章精神，学习全国政协和省委重
要会议精神，研究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内容丰
富、思想深刻，对做好当前工作、推动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对

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通篇贯穿着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展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党大国领袖
特有的强大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是
认识和理解“中国之治”的“思想之
门”。要坚持原原本本学、系统全面
学、联系实际学、领导带头学，真正做
到深学细悟，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
省委要求，聚焦发展第一要务，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在推进改革开放、发挥资源和
市场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有
更大作为，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贡献
政协力量。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弘扬传统美德，
养成良好习惯，凝聚社会共识，促进
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

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协副主席钱国
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
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和秘书长王树山
参加会议。③9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和《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王国生到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

警钟长鸣时刻保持风险防范意识
举一反三提高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政协力量

刷新豫西南志愿服务工作新名片
——河南省志愿服务培训基地南阳师范学院基地发展纪实

□刁良梓 时树菁

8 月 26 日，从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召开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我省共有19个
典型入选 2019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和“疫情防
控最美志愿者”名单，入选数量居全
国前列。

骄人的成绩单背后，意味着超常
的付出：河南省是全国志愿服务注册

人数第一大省，近年来我省以志愿服
务培训工作为抓手，高质量推进志愿
服务工作。

作为全省志愿服务培训八大基
地之一，南阳师范学院在省委宣传部
指导下，在南阳、平顶山两地市宣传
部、文明办支持下，不辱使命、担当有
为，努力构建培训与孵化于一体的高
标准志愿服务培训基地，不断刷新豫
西南志愿服务工作新名片，为推进河
南省志愿服务制度化、专业化、常态

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年多来，南阳师范学院基地共

举办志愿者培训班 11 期，实际培训
南阳市、平顶山两地下辖各县市区文
明办主任、志愿服务专干和市直各单
位文明专干等 2200余人, 其中校内
班培训 600 余人，校外班培训 1600
人，架起了专家、学员和同行之间的
连心桥，让志愿服务在豫西南地区蔚
然成风。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今日起施行 02│要闻

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尊重规律，改善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

要大力推进黄河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要着眼长远减少黄河水旱灾害

要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

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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