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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梁莹莹
本报通讯员 薛善才

40 多平方米的套房，面积不大却
明亮整洁，床铺、桌椅、彩电、空调一应
俱全。

“以前在家连电扇都是坏的，一开
就吱吱响。现在热了能吹空调，闲了有
人聊天，这里就是俺的家！”9月 13日，
范县濮城镇后三里店村贫困户董福顺
感慨地说。

董福顺今年 67岁，家人走得早，他
独自在低矮的“趴趴屋”生活了大半辈
子。他所说的这个“家”是居村联养中
心，“拎包入住”一年来，董福顺的生活
有了很大起色。

联养中心有一小块菜园，早上醒
来，董福顺总要捣鼓捣鼓种的各种菜，
辣椒、黄瓜个个鲜艳饱满，“有时从南边
的集市买点肉，再炒个青菜，这生活真
是有滋有味”。

“居村联养中心利用村内集体土
地，为特困群体集中建设住宅用房，不
仅尊重了老年人故土难离的感情，还有
效解决了照顾供养问题。”范县民政局
局长王丙臣说。

“托养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幸福一群
人。”近年来，范县积极探索农村特困群体
兜底脱贫路径，对贫困老年人、重度残疾
人、困境儿童等“量身定制”四种模式，即集
中托养、居村联养、邻里照护和村级日间
照料中心，为困难群众建起了四个“家”。

走进范县龙王庄镇赵家五堤头村
日间照料中心，十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
起聊得开心。67岁的田爱春因儿女外
出打工，平时独自一人生活，日间照料
中心成立后她就成了常客，“每天一开
门俺就来了，上午看看电视，下午聊聊
天，日子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照料中心还供应一日三餐，每人每天
交5元，就可以享受价值12元的标准餐。

目前，范县建立了两处重度残疾人
托养中心，集中托养95人；建立了33个
居村联养点，入住 161名困难群众；建
立了3处村级日间照料中心，为40多名
老人提供服务；此外，还有 374名困难
群众享受着周到的邻里照护。

脱贫有道，更有温情。有了“家”，董
福顺用上了空调，田爱春吃上了热乎饭，
幼小的孙君丽在集中托养中心护理妈妈
的指导下变得开朗，因残卧床的范风秋在
邻里照护中感受到温暖和希望……③5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通讯员
司利强 叶中琳）“涉企职能部门如
存在‘吃、拿、卡、要’等问题，请及时
向县纪委监委反映，我们一定快速
处理！”

“有了纪委监委的监督护航，我
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9月 14日，记者从杞县获悉，该
县纪委监委日前邀请全县 44家企业
代表进行“直面”座谈，围绕当前优化
营商环境中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
企业家们的所思所盼答疑解惑。

这是杞县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护航“六稳”“六保”工作
任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杞县纪
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六稳”“六保”
工作，分项列出当前最紧要、最急需
保障落实的“硬杠杠”，并细化为“十
二项紧盯”的具体任务，逐级压实监
督责任，打出跟进监督、精细监督、全
程监督“组合拳”，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全力护航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

今年 3月份，阳堌镇一名干部借
疫情防控检查之机向企业索要财物，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处分；4月
份，县直一单位服务保障企业工作不
力，被通报批评……

“紧盯党中央‘六稳’‘六保’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工作推进到哪里，纪
检监察机关精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为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保驾护
航。”杞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王星海说。

杞县纪委监委不断加大对影响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落实问题的查
处力度，建立了问题线索“直通车”制
度，组成 6个专项督查调研组，采取

“嵌入式”方式深入乡村、企业、职能部
门、司法部门等进行现场督查，帮助乡
村规范“三资”运行监管，指导企业分
析自身建设问题，对职能部门履行职
责、司法部门服务企业等开展再监督
再检查。

截至目前，专项督查调研组共
走访 7个乡镇 48个村、33家规模以
上企业，暗访了 21个职能部门，收集
意见建议 76 条，发现问题 93 个，依
照有关规定转交有关涉企部门处置
90 起，立案 2 起，党纪政务处分 2
人。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9 月 14
日，记者从 2020年省博士服务团和
科技副县（市、区）长人选培训班上
获悉，我省按照精准对接、按需选
派、双向选择，优先满足艰苦边远地
区和贫困地区需要的原则，从 42个
省直单位、省管高校、企业、科研院
所选派142名博士服务团成员和35
名科技副县（市、区）长人选到基层
挂职服务锻炼。

选派专家人才到基层挂职服务
锻炼，是我省面向基层、服务一线，创
新人才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途径，也是全省组织系统抓党建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从
2001年至今，我省已累计选派17批
1259名博士服务团成员到基层服务

锻炼。今年5月，为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我省集中实
施专家人才智力帮扶“三项行动”“两
大工程”，其中专项选派了41名博士
服务团成员到脱贫任务重的20个县
挂职服务。

在培训班上，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指出，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搭
建好平台、提供好服务、营造好氛
围，推进博士服务团和科技副县
（市、区）长选派工作创新发展。博
士服务团成员和科技副县（市、区）
长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发挥自身优势、严守纪律规矩，在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宏伟
画卷上留下奋斗的足迹。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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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选派177名省博士服务团成员
和科技副县长人选服务基层

杞县

精准监督为企业解忧
范县

为农村特困群体建起四个“家”

9月14日，孟州市黄河滩区高标准农田，种植户正在收获花生。今年该市15万亩优质花生喜获丰收，其中优质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20%以上。⑨6 白水平 摄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

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评价在这次抗疫斗争中 14 亿中国

人民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

精神防线，强调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

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

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

人心齐，泰山移。在这场严峻斗争

中，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大

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

神，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之力，构筑起

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面对来势汹汹的

疫情，“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

红”迅速集结，“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

退我不退”，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

惧、舍生忘死，全国人民把个人冷暖、集体

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展现了敢于压

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

强意志，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

卷。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显示出高度

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

怀，充分彰显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

义，充分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

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舍小

家为大家、先国家后个人，是中华文化的基

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把中华儿女

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

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

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新中国成立70多

年来，从抵御地震、洪水、泥石流、雨雪冰冻

等重大自然灾害，到抗击天花、血吸虫病、

疟疾、非典等重大疫情，我们之所以能够不

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就在于有

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有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文化传承。历史和现实充分

表明，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引领中国

人民不屈不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是驱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奋

勇前行的强劲引擎。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面

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建设具

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

中华文化软实力，巩固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思想基

础。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汲取凝聚

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融入各项事业中去，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历史洪

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中书写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
盖楼，挣钱就在家门口，吃喝花钱不
用愁……脱贫致富奔小康，咱人人努
力要加油。”

9月 15日一大早，秋雨蒙蒙，光山
县文殊乡东岳村村民向正梅穿上鲜红
的志愿者马甲，哼着新学的花鼓戏唱
词，骑着电动车兴冲冲地出门了。沿
着村前村后新铺的柏油马路转了几
圈，向正梅把电动车骑到了游客中心
边上新修的停车场。

“昨晚上看了一晚上新编花鼓戏
《油茶花儿开》的排练，这唱词可是唱
出了俺的心里话！今天张秀芳老师要
登台演大戏，东岳村要来不少客人，我

把广场、马路上的卫生反反复复检查
了几遍，咱得让人看到东岳村最美的
风景不是？”

上午 9点整，随着锣鼓声响起，文
化广场上光山花鼓戏、舞龙舞狮，还有
剪纸、烙画等传统艺术节目轮番上演，
东岳村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去年为习
近平总书记表演过光山花鼓戏的非遗
传承人张秀芳、方应亮夫妻俩献上的
《总书记视察咱光山》，更是赢得现场
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向正梅也激动地拿着手机不停地
录着小视频，“他们唱得太好了！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记挂着的脱贫攻

坚，就没有俺家的幸福好生活啊。”
2013 年，向正梅一家因病致贫。

第二年就赶上了脱贫攻坚，在党委、政
府和扶贫干部帮扶下，向正梅一家享
受到了小额贴息贷款、多彩田园奖补、
光伏电站、公益岗等多项扶贫政策。
借着东岳村因地制宜，发展有机水稻、
茶叶、油茶种植的东风，向正梅又陆续
流转了 300 多亩土地，靠着勤劳踏实
肯吃苦，他们家终于在 2017年摘掉了

“贫困帽”。
去年 9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来到光山县，向正梅流着热泪，
激动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她从贫

困户到“脱贫之星”的奋斗历程，一个
劲儿地感谢党的扶贫好政策。

“现在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
致富的路子也越来越宽，全村像我这样
的脱贫户，有140多户呢！”说起现在的
幸福好生活，向正梅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你看，田里
的稻穗多实沉！”向正梅兴奋地说，在
村里四方景农场党支部书记杨长太的
帮助下，她家的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
台卖到了全国各地，收入一年更比一
年高。

“花鼓声声唱盛世，智慧乡里故事
多，汗水浇出丰收果，油茶花儿开香满
坡……”看着台上张秀芳精彩的表演，
向正梅自豪地说：“如今的光山县，致富
奔小康的路子越走越宽，群众的幸福生
活呀，真的是天天笑着唱着过呢！”③9

花鼓戏里唱幸福

□王爱丽 赵斌

核心提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大地创
造的每一项奇迹、绽放的每一个精彩,
都浸透着黄河文化的滋养。中原儿女
对黄河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格外强
烈，对黄河文化力量的感受格外深
切。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对于河南有
着十分特殊和重大的意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全省各级关
工委和广大“五老”创新教育载体，主
动服务大局，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教
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凝聚起广
大“五老”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郑州黄河
博物馆里，处处散发着黄河文化的气

息。9月 12日，由省关工委、省教育厅
关工委、黄委会关工委、中原出版传媒
集团主办的“我爱母亲河”云上教育活
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在“五老”的
带领下，戴着红领巾的学生们走进黄
河博物馆，来到流域地理、民族摇篮、
千秋治河、治河新篇等多个展厅。在
中原治黄图、郑工合龙碑等馆藏文物
前，大家边走、边看、边听、边想，弘扬
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的信念更加
坚定。

黄河博物馆，是我国最早成立的
以黄河为主题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
被誉为“黄河巨龙的缩影”。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来到
黄河博物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了解
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水患治理、生态保
护等的历史变迁。在随后召开的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同抓好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

“一年来，全省各级关工委按照省委
统一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充分发挥‘五老’优势，为助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我爱母亲河’云上教育
活动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之一。”省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李中央表示，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见证者和亲历
者，全省 90 多万名“五老”在教育引
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听党话跟党走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和威望优势。要积极挖掘“五老”这
个丰富的资源宝库，动员广大“五老”
围绕弘扬黄河文化，讲好党的故事、
中国制度故事、抗击疫情的故事，帮
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我省先
后召开两次省委全会，多层次召开座
谈会、研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治理工作，
出台相关意见。这些都为我们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段君海说，
为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有效服务中心
大局、精准发挥优势作用，助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别山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省委组织部、省委老
干部局在全省离退休干部中开展“我
为河山赋能助力”专项行动，“我爱母
亲河”云上教育活动就是这个专项行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广大“五老”
积极参与活动，同时引领带动更多老
党员、老同志、周围群众和社会各界融
入推动黄河和大别山的发展建设。

弘扬黄河文化、保护黄河生态、讲
好黄河故事，中原儿女在行动。

“黄委会党组将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将一如既
往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结合自身优
势，发挥‘五老’专长，讲好黄河故事，
组织开展好‘我爱母亲河’云上教育等
活动，让黄河文化更好地滋养青少年
成长。”黄河工会主席王健说。

作为“我爱母亲河”云上教育活动
承办单位的负责人，大象出版社社长
汪林中表示，他们始终关注着黄河文
化、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多次承担中
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的国家级文化工程，将继续
配合有关部门，秉承“我为河山赋能助
力”的使命担当，为“我爱母亲河”云上
教育活动的开展持续贡献力量。

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黄河、感受黄
河文化的魅力，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广大“五老”义

不容辞的责任。
省关工委副主任、省教育厅关工

委主任王日新表示，各级教育关工委
要发挥好主渠道优势，积极动员组织

“五老”和在校学生参加“我爱母亲河”
云上教育活动。

“我作为一名老教师，我将继续讲
好发生在黄河边的动人故事，让广大
青少年充分认识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
和时代价值，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黄
河。”郑州市惠济区“五老”人员徐志荣
说。

参加启动仪式的学生们纷纷表
示，他们吃的是黄河岸边的粮，唱的是
关于黄河的歌谣，要在聆听黄河故事
中受到启发教育，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
刻准备着。

发挥“五老”优势 讲好黄河故事
——“我爱母亲河”云上教育活动侧记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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