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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把山村当家，把老乡当亲人，记住
走进大山的初衷，不忘山里乡亲的冷
暖，这样就会担起责任，不负光阴……”
这是他写在扶贫日记中的一段话。

此心安处是吾乡。五年前，他走
进济源市下冶镇陶山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从此，他把心安在陶山、根
扎在陶山，与大山结缘、与老乡结亲，
帮村里“摘帽”、助乡亲致富，在脱贫
攻坚中厚植浓浓亲情、在践行宗旨中
诠释为民情结，被群众誉为“知心人”

“贴心人”。因工作突出、表现出色，2
月 26 日国家电网公司脱贫攻坚表彰
大会上，他被授予服务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他，就是现任国网济
源供电公司郊区供电中心党总支书
记王中旗。

扶贫要扶根，找对路子挖穷根

山高水低石头多，到处都是穷窝
窝。陶山村处在大山腹地，是省定贫

困村，距市区 100多里。全村 10个居
民组、950口人。村民世代种地为生，
土地贫瘠，经济来源单一，2016年，49
岁的王中旗带着简单的行囊走进陶山
村，开启了与老乡们相濡以沫的驻村
生活。

驻村扶贫急不得，不能一蹴而就；
但也慢不得，时间不等人。他白天四
处查看、走访群众，晚上组织村干部座
谈、整理资料，经过一个月的“5+2”

“白+黑”后，他手绘了“陶山基本情况
图”，地形地貌一目了然，哪里需要搞
基础建设、哪里适合搞种植养殖等标
注清晰，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09人
的居住位置、致贫原因、收入来源、联
系方式等都标在上面，做到“一图在
手，诸事清楚”。他结合同干部群众梳
理的制约村里发展的短板，提出“基础

先行、产业跟进、多种经营”的发展思
路，随即付诸实施，推进各项扶贫措
施。3个月后，陶山 4台变压器建成，
高低压线路延伸到山村角落；4 个月
后，自来水工程告竣，一根根水管铺设
进田间地头，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难题
根本解决。同时，花椒、山核桃、林果
采摘等项目相继落地……

从“根”上扶起，在“准”上见效。一
年多下来，王中旗的头发全白了，陶山
村却挖掉了穷根子。2017年年底，该
村实现整村脱贫，退出了贫困村序列。

把老乡当亲人，当好群众脱
贫“主心骨”

“王书记，给你说个好消息，俺家
年收入达到 10来万元。这些天俺娘
总念叨你的好，说要感谢你这位亲人

哩！”今年春节前夕，陶山脱贫户陶继
新在电话中向王中旗说道。

陶继新父母年过花甲，妻子患有
精神病，3个孩子年幼，一家7口靠3亩
多山田度日，年收入加起来不足 1万
元，生活清苦。2016 年，王中旗反复

“把脉”后，给小陶家“量身制定”脱贫
措施：协调医院给小陶妻子医治，帮他
家办理低保，申请扶贫资金给他家买
两头牛发展养殖，在村里给他申请了
公益岗位，还帮他在山坡的荒地种 3
亩花椒。打这起，小陶家的日子逐渐
好了起来。

在落实政府兜底政策、实施精准
扶贫措施的同时，王中旗先后帮助 12
户村民发展养殖种植业，帮助 37个劳
动力到镇、市企业务工，动员 3名致富
带头人创业搞林果种植，带动 6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行走在小康路上。村
里有集体产业，户户有脱贫门道，人
人有致富奔头。2017 年 12 月份，陶
山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率达 70%，
2018 年实现 100%，提前两年完成脱
贫目标。

陶山是曾经的家，啥时候也
忘不了那份情

“王书记驻村不驻村一个样，心里
迟早记着陶山人，有啥事找他准中。”陶
山村脱贫户薛光玉说。2020年 9月，
薛光玉家100多斤土蜂蜜滞销，他试着
跟王中旗打电话。王中旗随即四处联
系超市，帮忙找到了销路。2018年 3
月，因工作调动，王中旗离开驻村第一
书记岗位，但他“离岗不离心”，主动将
贫困户薛小孬作为自己的帮扶对象，争

取2万元的资金支持他家养羊，每年可
带来几万元的经济收入。同时，乡亲们
有啥难事，他全力去帮。2020 年 11
月，陶山的土特产不好卖，他多方联系
销路，还组织郊区供电中心 20多名党
员到村里认购，让土鸡蛋、山核桃、野韭
菜销售一空。今年春节前，他积极帮陶
山村销售土公鸡、粉条、山木耳等年货，
增加老乡们的收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当前，为助力陶山
村后续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
振兴，他主动提出由他所在的郊区供
电中心第一党支部，与陶山村党支部

“认亲结对”开展支部联建，实施“党
建+”工程，制定“党建+政策宣讲”“党
建+产业帮扶”“党建+便民服务”等措
施，助推陶山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
稳致远。

把使命化作责任，用泥土浸润初
心，让亲情永驻心间。踏上乡村振兴
新征程，王中旗将同陶山村的老乡一
道加油共进。未来正来，明天更美！

大山深处亲情浓

本报讯（记者 郭歌）“中国有
两座十三朝古都城市，洛阳就是其
中之一……”3月 4日，在洛阳博物
馆“河洛文明”展馆，72 岁的潘景
修正在为参观者提供志愿讲解服
务，他将在洛阳建都的 13 个朝代
娓娓道来，单单一个序言，讲了半
小时有余。

“潘老师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
元老级人物，从组建服务队开始他
就参与博物馆的志愿服务。”同为
洛阳博物馆志愿服务队队员的戚
红音介绍，“文史讲解”是洛阳博物
馆志愿者的首要工作，每天都有
10名以上志愿者为观众提供志愿
讲解服务。

洛阳博物馆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2年 5月，是洛阳文博系统中最
早成立的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们用
专业和热情，为广大游客讲解文物
背后的故事。近日，该志愿服务队
获评“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2020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

戚红音说：“进入服务队要经
过三次考核，平时馆里还邀请历
史、考古及博物馆学专家对我们进
行培训，为的就是保证讲解服务的
质量。”

据介绍，洛阳博物馆志愿服务队
已累计为 150万人次提供引导、咨
询、问询等服务，提供讲解服务
35256场次，累计时长31968小时。
在做好馆内志愿工作的同时，洛阳博
物馆志愿服务队还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先后组织发起“山乡学子游洛城”

“移动博物馆进社区、进校园、进军
营”等100余场公益活动。③6

□本报记者 李昊 本报通讯员 吴梦达

“前半生，宣传雷锋精神只是我的业
余爱好；后半生，它已成了我生命里难以
割舍、决定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我年纪
大了，做不了太多，只愿成为一颗种子，把
雷锋精神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

今年 69岁的孙永清是鹿邑县贾滩
镇的一名退休教师，在第58个学雷锋纪
念日来临之际，他拿出了自己的5000元
奖金，制作了 200份雷锋故事宣传展页
免费发放给学生们。宣传雷锋精神，从

1971年参加工作算起，他已坚持了整整
50年。

“我是唱着学习雷锋的歌曲长大的，
向下一代人讲述雷锋故事、宣传雷锋精神
是我的毕生追求。”孙永清告诉记者。

年轻人爱看图、听故事，孙永清就摸
索着把雷锋故事画成图画。他利用周末
空闲时间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绘画。
经过一年努力，他画出了60幅反映雷锋
事迹的宣传画，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50年来，他举办了 6次雷锋故事流
动展览，录制了8部雷锋故事专题片，到

全国各地巡展义演 1500场次，行程超 2
万公里，被誉为“雷锋精神传人”。

2015年，孙永清组织部分退休教师
成立了雷锋精神义务巡讲队，并把他制
作的雷锋精神传习教具捐献给县关工
委，支持县雷锋故事展览馆建设。

孙永清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他入选“中国好人榜”，获得河南好
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等荣誉。“如今鹿
邑县已有 217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学
雷锋活动遍地开花。”鹿邑县文明办主任
陈亚峰介绍。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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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杞县人武部开展役前教育，90多岁抗战老兵邢书恩
结合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为预定新兵讲党史和
军史，让大家上好参军入伍“第一课”。⑨3 刘银忠 摄

退休教师坚守50年宣传雷锋精神

洛阳博物馆志愿服务队

弘扬雷锋精神
传播历史文化

3月 4日，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组织开展“学雷锋·奉献在岗位”志愿服务活动。图为郑州客运段G1808次列车乘务员为
两名小朋友赠送口罩，并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口罩。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陈小平

从邓州的“编外雷锋团”到郑州的
“绿城使者”，从林州的“红旗渠应急救
援”到武陟的“幸福食堂”，从许昌的“爱
心妈妈”到平顶山的“微心战‘疫’”……
时下的中原大地，每天都有身穿红马甲
的志愿者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

从全省 132 个县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到 208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再到 2934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
这些志愿服务的“战斗堡垒”，“红马甲”
们用心做着扶老助残、疫情防控、应急
救助等工作，弘扬雷锋精神。

3月 5日是全国第 58个“学雷锋纪
念日”，也是第22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
务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一
起用更炽热的目光看看身边的“雷锋”，
看看那一抹暖心的“志愿红”。

巩固阵地
建强志愿服务“战斗堡垒”

与春天相伴，与文明同行。3 月 2
日，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
周”活动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启动。“我需
要您，一起温暖我们的城市！”在郑州，
优秀志愿组织代表发出诚挚邀请。

一呼百应！在各地的广场、车站、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一面面

志愿服务组织的旗帜迎风飘扬，一批批
志愿者各展所长，积极开展“讲文明礼
仪”“学党史国史”“送文艺节目”“献暖
暖爱心”“送健康科普”等文明实践主题
活动。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党中
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大举
措。河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关
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化拓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的实施方案》，认真谋划推进、强力组织
实施。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31560个，组建各级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47628支、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组织 14443个，实施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 11472个。58个县（市、
区）成立有正式编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或志愿服务中心，9个省辖市成立
志愿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工作体系。

2020年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考验，全省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充分发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
全部成立抗击疫情志愿服务队，动员组织
300多万名基层志愿者加入疫情防控，共
同构筑起坚强可靠的“疫情防控墙”。

示范带动
文明实践项目惠群众

示范开展文明实践项目，2020年 7
月，由省文明办、省社科联主办的“新时
代宣讲师”志愿服务集中宣讲活动同步
开展。从省直单位、高校、党校、科研机
构等遴选的72名“新时代宣讲师”，通过
集中辅导、座谈交流、现场教学等形式，
与大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专业又接地气
的宣讲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由省文明办联合多家省直单位共
同开展的“志愿服务乡村行”活动，将志
愿服务的触角延伸至乡村，目前成为各
地的“明星”文明实践活动。如今，有15
个部门参与，共开展“结对帮扶促振兴”

“文明实践暖万家”等各类活动 5万多
场，受益群众850多万人次。

精准对接
志愿服务活动成常态

群众在哪里，志愿服务就在哪里。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作用，根据群众需求，我省策划实施了
一批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自去年以来，针对农村“一老一小”
问题，我省实施了18个关爱留守老人和
留守儿童项目、18个乡村学校少年宫文

艺支教项目，每个项目资助10万元。辉
县市、兰考县、睢县、项城市、临颍县等地
把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具体志愿服务项
目，先后推出“幸福来敲门”“幸福饺子
宴”“放学娃之家”等一批服务品牌。

省文明委还广泛调动各方力量，组
织动员38个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和23个
省直文明单位各分包1个县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把机关志愿服务向农村延
伸；组织 121所高校与 121个县级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开展志愿服务，丰
富文明校园创建内涵；动员“两新”组织、
新乡贤、专业人士等参与各类文明实践
活动，培养一批文明实践志愿者骨干。

省卫健委开展的“健康中原行·大医
献爱心”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
务活动，自2018年以来，先后走进30个县
开展义诊，服务群众6.5万人次。省科协

“i科普”科技志愿服务、省总工会“和你在
一起”、郑州市“绿城使者——小红象·健康
行”等项目也经常性开展贴近民生的志愿
服务活动，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常态化。

据统计，目前我省注册志愿者达
1300万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达 81个，河南省志愿服
务“四个优秀”先进典型达754个。

让雷锋精神“传下去”，让志愿服务
“活起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志愿之光正在温暖中原大地
的每一个角落。③5

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志愿服务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如何创新方式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入河南干部网络学
院客户端，就能发现“党史学习教育”专栏
深受欢迎。截至 3月 4日，时长 11分钟的
最新微课《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系列之一：
扬帆起航》，选课人次已经超过10万。

这是我省用好河南干部网络学院、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中央召
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后，省委组织
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发挥干部教育培训职能作用，用好

“五阵地”、推行“五教学”，组织各级干部
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上下
功夫。

用好党校主阵地，推行“全景史”教
学。如今，无论是县级党校还是省市级党
校都开设了党史教育课程，不少党校还在
主体班上设置党史教育教学单元，把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
省委组织部指导省委党校开发系统完备的
课程体系，引导广大学员认真学习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从党的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据统计，省、市、县三级
党校共开设党史类课程1700余门，投入党
史教育专职师资350余人，占总课时15%、
总师资18%以上。

用好党性教育特色基地，推行“年代
史”教学。我省深入推进“三学院三基
地”建设，以“传承红色基因、奏响时代强
音”为主线，发掘整合革命时期、建设时
期、新时代的精神“钙源”，推动静止的红
色资源转化为生动的党性锤炼。今年，
省委组织部将在省外党性教育基地和

“三学院三基地”举办党史教育专题培训
班 9个，培训党员干部 20万人，并组织编
写《焦裕禄精神简明读本》等6本党史党性
教育系列教材，推动河南不同时代的党史
教育走深走实。

用好河南干部网络学院，推行“简明
史”教学。河南干部网络学院不仅开设“党
史学习教育”专栏，刊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新闻报道等，还精选上线中央党校
12门党史教育公开课、上百门系列微课、
50余门系列精品课。各级干部利用碎片
化时间进行学习，积极参加网上专题班，通
过“线上辅导+线下自学+知识测试+心得
交流”等方式，不断深化学习效果。

用好党史研究阵地，推行“特色史”教
学。去年，省委组织部会同省委党史研究
室举办了全省“四史”知识竞赛、“全员网络
竞赛+精彩现场竞赛”；今年，将继续发挥
党史研究部门作用，编印党史学习教育参
考资料汇编，在河南本土党史学习教育上
创新载体。《讲好“四个故事”教育读本》、

“红色中原”系列丛书等即将出版发行，这
些党史教育书籍和《简明河南党史》都将作
为河南党史教育特色教材，发放给县处级
以上干部学习使用。

用好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阵地，推行
“专门史”教学。根据《2018—2022年全国
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要求，我省自2019年起
在全国率先设立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依托
河南大学开展教育教学，推进课程开发、人才引进等工作。目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干部教育史》《干部教育培训理论和实践》等基本
教材正在编写，干部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干部教育历史的热情高涨，
干部教育工作者谋培训、办培训、管培训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