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青莎

这是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
风”、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
署会后，各地各有关部门闻令而动，教育整顿工作迅速全面铺
开。3月 3日前，18个驻点指导组全部完成进驻，全省第一批
教育整顿开局良好，学习教育环节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坚持高位推进
省委高度重视教育整顿工作。省委书记王国生担任省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
任组长、纪委监委、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有关领导任副组
长的领导小组，下设专项工作组。

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先后在第一时间召开动员部署会，
按照各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压实工作责任。驻郑州
指导组与市教育整顿办召开联席会议，专门部署对口衔接工
作；平顶山、新乡、焦作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教育
整顿基本内容，并作出郑重承诺；洛阳、南阳、濮阳等市编印学
习手册，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的方式积极开展学习教育。

加强统筹谋划
“这场培训会堪称教育整顿工作启动后的一场头脑风

暴，对我们充分领会吃透中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把握职
责定位有很大帮助。”3月6日，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培训会
以视频形式召开，聆听辅导报告、观看试点经验专题片……
省教育整顿办、各驻点指导组、市县两级教育整顿办全体人
员上了生动的一课。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省教育整顿办下发了我省第一
批教育整顿实施方案，制定了驻点指导工作实施方案和第一
批教育整顿工作指引，为市县两级开展教育整顿提供了“施
工图”。派出 18个由正厅级干部任组长、副厅级干部任副组
长的驻点指导组，对各地分层分类精准指导。

为及时解读政策、答疑解惑，省教育整顿办加强与各地
的沟通联系，召开联络调度会，听取各指导组工作开展情况，
统筹推动各地的教育整顿工作。

成立省教育整顿办宣传工作专班，第一时间制定下发
《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宣传工作方案》，明确宣传重点，创
新宣传方式，广泛宣传报道，让社会各界第一时间了解教育
整顿工作动态，为教育整顿开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精准科学施策
各驻点指导组均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认真组织集体学

习，明晰工作定位和方式方法，并根据各地实际，研究建立规
章制度，确保驻点指导工作有序规范推进。

驻洛阳指导组利用当地红色资源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驻焦作指导组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驻许昌指导
组利用晚上时间组织观看公安系统违法违纪警示教育片；驻
三门峡、驻开封、驻漯河指导组制定职责任务表和工作清单，实行条目化管理；
驻驻马店、驻安阳指导组主动与当地政法单位沟通，了解情况，协调解决问题。

各指导组还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安排专人接听、登记。为
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各指导组积极下沉，开展明察暗访和实地调研。

教育整顿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树立政
法队伍新形象的必然要求。下一步，我省将研究出台政法系统顽瘴痼疾专项整
治方案，组建全省政法英模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围绕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
模教育，提升学习教育环节整体效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政法队伍的
新变化新气象。③5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
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
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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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百姓心中不朽的丰碑
名片

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

谷文昌，汉族，1915 年 5 月

生，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人。

1944 年 3 月，谷文昌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林北县第七

区早期党员之一；同年 10 月，任

林北县第七区区公所农会干事，

兼任郭家庄村农会主席；1945年

3 月至 1948 年间，先后任林北县

第七区区长，林县第十区区长、

第二区区长，任村区区委书记。

1949 年之后，谷文昌随大军南

下，加入到解放福建的战斗中，

先后担任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

县委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谷

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

座不朽的丰碑”。谷文昌在河

南林州和福建东山两地为政期

间，鞠躬尽瘁，造福百姓。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谷文昌堪称“四有”干

部的楷模。③4

谷文昌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3月 16日，
副省长霍金花在郑州市调研义务教育
发展情况。

霍金花先后来到省实验小学、郑
州龙门实验学校、郑东新区外国语学
校，就思政课、劳动教育、家校合作等
话题与师生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生
课业负担、教师待遇及负担等情况。

霍金花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需要每一名教育工作者都积极行动
起来，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归教

书育人初心，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她强调，要坚持“五育并举”，
用好抗疫鲜活教材，讲好思政第一大
课，创造良好育人环境；要锻造高质量
教师队伍，大力倡导尊师重教，落实教
师减负政策，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老师；
要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用好教育评价改革指挥棒，减负不减
教育质量；要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治理力度，引导全社会树立全面育人
观，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聂建武

春雨密密，脚步轻轻。
3月15日上午，新县箭厂河乡“红田”

惨案遗址前，新县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
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的主要领导，胸戴党
员徽章，手持黄菊，整齐列队，垂首肃立。

“红田不大，仅有30平方米，却倒下了
300多名烈士。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能
攥出血来啊!为了初心使命，为了人民幸福，
先烈们抛家舍命，对党是何等的忠诚啊！”

耳畔响起的是声声撞击心灵的讲
解，脑海中浮现的是当年硝烟弥漫、先烈
们前赴后继的场景。

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的新县，当时人
口不到 10万人，却有 5.5万人为革命牺
牲。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时强调，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
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
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

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新县众多的
红色遗迹遗存，正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无尽的宝藏。”向“红田”殉难烈士敬
献鲜花后，带队的信阳市副市长、新县县
委书记吕旅激动地说：“今天把主题党课
搬到红色纪念地来上，就是希望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全身
心投入，先学先悟、常学常新。”

蒙蒙细雨中，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纪念碑前缅怀先烈伟绩，革命烈士纪念
堂内聆听英雄故事，郭家河大别山红廉
文化园内感悟革命前辈的为民初心……

“大别山 28年红旗不倒，当年那么
困苦、那么艰难，红军将士一往无前。如

今条件这么好，我们有什么理由忘了初
心？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会一直守下
去，把红军的故事一直讲下去。”郭家河
乡湾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义务守
护“红军洞”57年的老党员张爱华一番
朴实的话语，似重锤响鼓。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走过一个个红
色纪念地，听过先烈们牺牲和奉献的事
迹，吕旅又领着大家来到箭厂河乡戴畈
村、陈店乡细吴社区、郭家河乡莲花村，感
受“三留守”中心老弱妇孺甜美的笑容、扶
贫搬迁户的幸福生活、小山村的美丽蝶
变，思考谋划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振
兴，强化奋力实现“两个更好”的使命担当。

以史为鉴，向史而新。“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必须落实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
践活动上。总结推广好居家养老、农村电
商、乡村旅游等成功经验，以实干增活力，
为人民谋福祉，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
如山使命。”新县县长夏明夫说。

全国人大代表熊维政在宣讲全国两
会精神后激动地说：“从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我看到了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
的新机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继承弘
扬好大别山精神，以新发展理念推动老
区振兴发展，新县的前景光明着呢！”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3月 16日，学
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
例》专题培训班在省社会主义学院开
班。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
席开班式并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
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统一战线
工作的基本遵循，要自觉站位“两个大
局”，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条例》的重大
意义，充分认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地
位作用，在服务“十四五”发展中发挥
独特优势，在加强思想引领中广泛凝
聚共识，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增强斗争
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真正把统战法宝继承
好、掌握好、运用好。

孙守刚强调，要准确把握学习贯
彻《条例》的着力重点，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紧贴河
南实际守正创新推进各领域工作，以
更大力度推进统战部门自身建设，不
断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
化水平。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牢，加强组织
领导，抓实学习培训，深入宣传解读，
强化监督检查，奋力开创全省统战工
作新局面，在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③9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巍巍太行，群山之间，暖阳笼罩
着一方净土，正是林州市石板岩镇
郭家庄村南湾自然村，谷文昌故居
就在这里。

3 月 14 日，记者慕名而来。老
木门，古院落，三间展室，展室内共
设有谷文昌事迹展板 100 余平方
米，珍贵文物、档案资料40余件。故
居简单而又充满年代感，展示着谷
文昌同志光辉的一生。

“小时候听父辈们说，谷文昌书
记刚加入共产党那年，日伪军 5000
余人‘扫荡’林北地区，当时有一队

人偷偷向白草坡一带进犯，谷书记
得到情报后，组织群众向深山区转
移，他亲自断后，阻击敌人进攻，才
使干部群众顺利脱险。”石板岩乡退
休干部郭紫明回忆道。

谷文昌的一生，始终在为党和
人民奉献。他曾积极动员青壮年参
加民兵组织，带领群众减租减息，反
对封建迷信，教育妇女放脚，指导儿
童站岗放哨查路条。

在任林北县第七区区长期间，
谷文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动
员山区群众养山蚕、家蚕，开展生产
自救。“养蚕中，他发现有些群众非
但不注重养蚕技术，反而搞封建迷
信，在家烧香磕头敬神灵。”郭紫明
说，针对这种情况，谷文昌召开养蚕
能手会议，研究养蚕技术，交流养蚕
经验，推动当地养蚕业的发展。

任林县第十区区长时，谷文昌

开展以清仓、清账、清库为内容的清
理村级财政工作，成绩突出；任林县
第二区区长时，他参加土地改革复
查工作，纠正土改中的偏差；任任村
区区委书记时，他整顿农会，动员群
众参军支前。

新中国成立后，谷文昌服从组织
安排，留在福建东山工作。他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不畏艰苦，实事求是，
带领东山县人民苦干 14年，把一个
风沙肆虐的荒县变成了“绿”县。

谷文昌始终不忘关心家乡建
设，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他组织
动员东山县无偿为家乡提供粮食等
物资支援。红旗渠建成后，他又多
次带人来学习考察，在林州和东山
之间搭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走出谷文昌故居，来到谷文昌
生平事迹展览馆。展览馆毗邻故
居，背靠太行，下临平湖，岩石为体，

村院取貌，与民居成一形，融自然为
一体。

展览馆于2019年 5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总建筑面积2736.4平方米，
陈展总面积 1619 平方米。“展馆以

‘不忘初心’为主题，通过历史文献、
珍贵实物、场景复原及音像资料等
方式，讲述谷文昌同志‘不带私心搞
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光辉一
生。”工作人员介绍，每年会有众多
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展览馆，学习感
悟谷文昌精神与“四有”书记的崇高
品质。

如今，随着林州市旅游业的日
益发展以及“谷文昌精神”时代号召
力的加强，南湾村这个曾经名不见
经传的小山村声名鹊起，被评为全
国“十佳美丽乡村”，被列入国家传
统村落名录，这里也已经成为林州
市的又一个红色精神高地。③4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侯春跃）3月 16日，记者了解到，省
纪委监委、省妇联等部门近日印发
通知，在全省联合开展“家声百年
长 风范永流传——红色家书中的
廉洁故事”系列主题活动。

据悉，系列主题活动由省纪委
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妇联等部门联
合举办，将从 3月份持续到今年年
底，内容主要包括征集百年红色经
典家书，组织撰写“亲人寄语”现代
家书，讲好红色家书中的廉洁故
事，推出一批传承红色基因、崇尚
廉洁治家的最美家庭，集中宣传展
示讲家书故事的相关活动成果等。

其中，征集百年红色经典家书
活动，将积极发动全省党员干部和

广大群众，寻找、挖掘与河南相关的
革命先辈和模范代表人物同亲友交
换看法、交流感情的亲笔信件，再现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
难和风险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
辟胜利道路的历史故事，展现老一
辈共产党人有血有肉的思想活动、
情感生活，呈现革命先辈们炽热的
政治追求和深情牵挂。

重视家庭建设、弘扬良好家风，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省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开展系列
主题活动，用一封封家书记载家国
历史、传承民族精神、见证社会发
展、折射人民生活变迁，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以
廉洁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家庭出
彩助力中原更加出彩。③4

我省举办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专题培训班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确保师生减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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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红色家书中的廉洁故事系列主题活动

家声百年长 风范永流传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税务局在谷文昌生平事迹展览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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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在基层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3月 16日，副省
长武国定在济源示范区和焦作市调研
重点引黄工程建设。

武国定先后来到小浪底北岸灌区
总干渠、三干渠、四干渠以及广利干
渠，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
武陟穿沁河隧洞工程等施工现场，了
解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程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武国定强调，小浪底北岸灌区和西
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是我省

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构建兴利除害现代
水网体系的骨干工程，是实施“四水同
治”的标志性工程，是造福人民群众的
民生工程、生态工程和发展工程。要进
一步提升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要进一
步加快进度，抢抓机遇，科学组织，确保
工程按时顺利完工；要进一步加强统
筹，统筹主体与配套、发展与安全、进度
与质量，打造优质工程、放心工程；要进
一步夯实责任，部门配合，市县联动，确
保工程早日建成发挥效益。③5

加快重点引黄工程建设进度
构建兴利除害现代水网体系

3月 16日，漯河市源汇区纪检监察干部在社区党员政治生活馆参观
学习党的发展历程图片展。当日，漯河市源汇区纪委监委开展“学党史、
明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让广大党员在党史学习中汲取力量，坚定
信念。⑨6 王铮 尤亚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