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来源于生活。每个电影角色，都是现实人物的艺术再创作。以兰考脱贫攻坚为主题的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其中主要角色均取材于兰考的党员干部群众。他们奋斗在这片诞生焦

裕禄精神的土地上，他们的形象也在大银幕上熠熠生辉。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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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为老百姓传递心声，把
患儿及家长的心声带到两
会上去，再把国家的好政策
第一时间传递给大家。

要闻│02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沈剑奇 张笑闻 美编 单莉伟

本报讯（记者 冯芸）2月 23日，
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
省委要求，凝心聚力、求实奋进，深
入推进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
面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去年全省组织工作予
以充分肯定，指出做好今年组织工
作意义尤为重大。要深入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围绕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精
心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年有关工
作，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
提质增效，全力抓好市县乡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着力建设政治过硬、
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
队伍，更大力度做好优秀年轻干部
培养选拔工作，着力集聚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人才。

会议强调，全省组织系统要在
政治历练上、统筹运作上、破解难题
上、推动落实上、防范风险上持续用
力，坚持以实践实干实效提高组织
工作质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郑州、新乡、驻马店市委组织
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河南投资集
团、河南大学党委作交流发言。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聂颦颦）2月 23日至
24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曲孝丽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
全会和省纪委全会部署，服务保障
我省“十四五”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赴信阳市新县、光山县调研。

曲孝丽首先来到新县鄂豫皖苏
区首府烈士陵园和革命博物馆，缅
怀革命先烈，学习弘扬大别山精
神。随后深入到新县田铺大塆、大
别山干部学院、羚锐生物制药厂，以
及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文殊乡东
岳村和三元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园，
了解推动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
情况。

在县纪委监委机关，曲孝丽与
干部亲切交流，强调要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要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两个
更好”重大要求落实到位。要赓续
精神血脉，坚守人民立场，立足职责
选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有效载体，着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
态和发展环境。要在“治未病”上下
功夫，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
干部习惯被监督，让群众参与监
督。要全面提升规范化法治化专业
化水平，锻造过硬队伍，以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量。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2月 24日，
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民办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联
合调研启动会在郑州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河南省委
会主委龚立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
于转型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数
量、提高就业质量，有利于乡村振
兴。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负责，
形成整体合力，坚持“小切口、深钻
研”的原则，紧扣重点问题集中攻
关，抓住根本问题深入研究，提供

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真正实现成
果转化，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联
合调研任务。

联合调研是中共河南省委统战
部去年创办的统一战线履职平台和
建言资政工作品牌，目的是围绕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凝聚共识、凝聚
智慧、凝聚力量，建真言献良策。今
年的主题是“民办职业教育服务高
质量发展”，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统
战部牵头组织，民建河南省委会具
体承办，其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共同参与。③4

□本报记者 李点

“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和病
房，沉到一线，才能发现儿科发展存
在哪些短板，我的行动和呼吁才更
明确。”全国两会临近，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既
忙履职，又忙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儿
童医院的日常工作。

慰问一线工作人员、查看后勤
安全保障、听取患儿家长心声、准备
人大代表建议……这个春节假期，
周崇臣每天都早早来到医院。作为

“儿医大家长”，他的心总与患儿在
一起。作为人大代表，他的履职紧
紧围绕儿童医疗健康事业。

《支持河南创建国家儿童区域
医疗中心》《加强国家儿童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设置提升中西部儿科
医疗服务能力》……履职三年来，
他深入调研走访、听取病患心声。

“只有这样才能拿出高质量的建
议。”周崇臣说。在他的呼吁下，我
省儿童医院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
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现已正式挂牌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这将有效带动河南儿
科整体发展水平。今年，我想从加
大协同推进建设力度、改革创新力
度、区域辐射带动力度、经验总结
推广力度等方面准备建议，希望能
够让更多本地患儿实现大病不出
省。”周崇臣说。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医

疗系统经历了一次全方位考验，也
给儿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周崇臣坚守一线，亲历大战大
考。今年，他结合自己的战“疫”经
历，提出后疫情时代加快儿科建设
发展、加强儿童健康素养培养推进
健康中国行动、加强儿童发热门诊
建设与管理等建议。

怀抱“永远以孩子为先”的情
怀，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
问 题 ，做 守 护 儿 童 健 康 的“ 贴 心
人”。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在
履职路上，周崇臣始终保持昂扬斗
志和工作激情。“人大代表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为老百姓传递心声，
把患儿及家长的心声带到两会上
去，再把国家的好政策第一时间传
递给大家。”提起未来的履职目标，
周崇臣说，只有不断提高自身履行
职责的能力和水平，才对得起全国
人大代表这个称号，才不辜负全省
人民的信任。③4

□本报记者 张笑闻

“当我知道电影里有一个角色是
以我为原型创作的，惊讶和激动让我
久久不能平静。”2月 24日，在兰考县
谷营镇，记者见到了“山药姑娘”唐豫
英的创作原型——兰考“山药姑娘”
潘春婷。

2013 年，远在南方打工的潘春
婷毅然返乡，想在家乡土地上做出
一番事业。 2014 年，潘春婷注册
商标“潘根记”，干起山药种植生
意，并在当地扶贫干部帮助下和扶
贫政策支持中，带领贫困群众种植
山药，脱贫致富，也成功打响兰考
的山药名片。以潘春婷的故事为
原型，电影中的“山药姑娘”唐豫英
也在金融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成功
发展起山药种植产业，和老百姓共
同致富。

电影编剧采访潘春婷时，她正在
地里挖山药。编剧就和她坐在田间
地头，聊着创业经历。采访持续了整
整一天，潘春婷却一点不觉得疲倦：

“我的故事其实就是大家的故事，我
想把兰考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告诉

他们。”
如今潘春婷的山药种植基地，规

模已达到 150 亩，山药亩产量可达
2000 公斤。在她的带领下，越来越
多脱贫户种起山药，也吃上了山药。
兰考的绿色山药甚至流向了北京的
大型商超，兰考的山药品牌越来越
亮。谈及未来，潘春婷信心满满：“下
一步我想将山药的绿色种植技术在
全县进一步推广，通过电商平台再包
装，进一步提升销量。”

马上就能在银幕上看到期盼已
久的电影，潘春婷也着实兴奋：“我只
是兰考万千返乡创业带领农民脱贫
致富的年轻人中的一员，通过电影，
我想让更多老百姓知道我们兰考的
绿色好山药。”③9

代表委员履职进行时

全省组织部长会议召开

深入推进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
现代化河南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证

抓实党史教育 传承红廉基因
监督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统一战线开展“民办职业教育
服务高质量发展”联合调研

全国人大代表周崇臣

做守护儿童健康的“贴心人”

脱贫历练真英雄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角色背后群像

□本报记者 马涛

“俺是河南人，这次能全程用家
乡话来演绎一个扶贫工作者的角色，
真得劲儿。”老家南阳的女演员苏丽
在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中饰演四
方乡党委书记韩素云一角，2 月 23
日，她用一口家乡话跟记者聊了起
来。

苏丽之前演过很多军人的形
象。她表示，当初一拿到剧本就很激
动、很亲切，能用河南话来说家乡事，
是自己一直想做的尝试，没想到还是
这么重要的角色、这么重要的影片。
当然，除了一口地道的方言外，这个

“接地气”的人物还让苏丽对于家乡
那份情感得到释放。老家在农村，与
基层干部打过交道，苏丽直言进入角
色很快，演得很顺利。

“这次感受最深的是基层干部
的不容易，尤其是基层女干部。”谈
起韩书记这个人物，苏丽最难忘两
个场景：一个是韩书记的父亲离世
那天，她仍在贫困户家中走访；另一
个是她女儿长期见不到妈妈，只好
给县委领导写信让把妈妈“还”回

家。谈到这些细节，苏丽哽咽了：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有许多像韩书
记一样的女性干部，她们舍小家、为
大家，为了让群众生活得更好，为了

‘千顷澄碧的时代’，付出了太多。
向她们致敬。”

“很荣幸，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我能够去体验基层女性干部的
工作生活。”说实话，眼前青春洋气
的苏丽，与剧中有点“土”的韩书记
差别挺大。“为了更符合角色形象，
当时拍摄时，自己增重 40 斤。”苏
丽说，“希望大家观看这部电影时，
更多感受韩书记对群众的厚爱、对
工作的担当以及对家庭的愧疚，体
会 她 在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心 路 历
程。”③9

□本报记者 刘洋

2月 23日，注视着银幕上与自己
扶贫经历颇为相似的芦靖生，兰考张
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晓楠擦着湿润
的眼眶说：“芦靖生的原型不是某一
个人，而是千百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驻村第一书记的群像。”

2017 年，32岁的王晓楠主动请
缨，告别还未断奶的孩子，成为中国证
监会派驻张庄村的第三任第一书记。
当时，张庄已经宣布脱贫，村容村貌已
不是王晓楠想象中的尘土飞扬、破败
倾颓。虽是开封人，却从没有在乡村
生活过的王晓楠，真正开始基层工作
后，才发现田园并不浪漫，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琐碎而艰难。“最大的感受是
缺人。”王晓楠说，“既缺有效的劳动
力，也缺高素质的建设人才。”

在王晓楠之前，同样来自证监会
的孙兴文和王卫陆续在张庄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找投资、谈项目，让张庄的硬件设施
有了显著变化。王晓楠来到以后，更
多的是结合新形势，探索新思路，寻
找新产业，还从北京中关村请来企业

高管，引入一家 IT机构，开拓村民们
的视野。“北京到张庄，最大的差异不
是距离和空间，而是观念和思维。必
须完成人才升级，即便他们未来不留
在村里，至少也有更大选择空间，将
来反哺家乡。”

驻村 4年，王晓楠一直在寻找一
种可复制模式，使乡村在驻村第一书
记离开之后，依然可以快速发展。“普
惠金融是初级阶段，将来应该搞活小
微股权投资，利用好信息技术，让资本
市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尽管驻村
时间已满，王晓楠对张庄仍有期许。

焦桐花开只因扎根沃土。如果
说电影角色和现实中的扶贫干部哪里
一样，那就是都在践行焦裕禄精神，都
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兰考。③9

□本报记者 刘洋

与电影中四方乡党委书记韩素
云扎马尾辫不同，现实中兰考县仪封
镇党委书记郭芳一头齐耳短发，走路
说话干练利落。

电影在仪封镇取景拍摄时，她向
扮演韩素云的女演员苏丽介绍了基
层干部日常工作状态：一年365天每
天都在工作；平均每天 2万步、10公
里；写满了31本工作笔记，全是工作
的点点滴滴……苏丽听罢，与郭芳的
手紧紧握在一起。

自 2017年到乡镇工作以来，以
前喜欢穿裙子的郭芳，再也没有穿过
一次裙子，衣服的颜色也变成了黑蓝
灰。她说：“走进单位，忘记性别；回
归家庭，牢记角色。我是党员干部，
也是妻子、母亲和群众的好闺女。”

作为脱贫攻坚一线的“主心骨”，
郭芳带领干部群众探索推行“支部+
合作社+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模式，
围绕蜜瓜、红薯、花生兰考“新三宝”
发展扶贫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最
近，她又提出要“把最美的乡村医院
给群众，把最美的乡村学校给孩子，

把最美的乡村公路给人民”。
这几年，仪封镇路通了、灯亮了、

水清了、树绿了，老百姓的腰包鼓
了。“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通往群众
心里的路也通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希望明灯也亮了。”郭芳说。

多年基层工作，郭芳最大的体会
就是“工作越干越好，越好越好干”。
她说，老百姓常说“锯响就有末儿”，
就看你是不是扑下身子真心实意为
群众着想。只要你心里装着群众，群
众就会把你当亲人。

电影即将公映，郭芳说想看又不
敢看，怕看到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故
事会控制不住感情。但一定会带着
父老乡亲去看，“因为要用这部电影，
为仪封镇乡村振兴再添动力。”③9

演员苏丽

用河南话说家乡事，真得劲儿！
中国证监会驻张庄村第一书记王晓楠

“芦靖生”背后是驻村第一书记们

兰考县仪封镇党委书记郭芳

干工作，锯响就有末儿
“山药姑娘”潘春婷

我的故事就是大家的故事

为排除焦柳线上钢轨的安全隐患，2月22日傍晚和23日清晨，南阳工务段检查监控车
间组织母材探伤 10班的职工驾驶着“四轮小黄车”，利用上下行各 120分钟的“天窗点”，对
郑州局界“南大门”21公里的线路进行双轨式探伤仪检测作业，有效保障春运期间线路设备
安全畅通。⑨6 张中海 摄

春运线上的
“钢轨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