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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两个身穿白色
汉服的舞蹈演员，一个高举火炬，一个手捧火种灯；点火完
毕，点亮火种灯，这股“抗癌之火”从此“燃动中原”……4月
11日上午，在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前的广场上，2021中国
肿瘤学大会抗癌火种采集仪式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以“百年·百县”为主题，在我省108个县（市）
和周边6省开展火炬传递，为民众科普肿瘤科学防治知识，
并逐步扩展至全国，以此献礼建党百年，助力“健康中国”。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州市便聚焦聚力肿瘤防治，
走出一条特色路径。1959年，中央、省医疗队在此建立我
国第一个食管癌肿瘤现场防治研究基地。2004年，原卫生
部确定林州市为全国首批“食管癌早诊早治示范基地”。

此次科普活动，重点围绕社会关注的防癌热点问题，推
出“五个一”科普项目，即一场火炬交接仪式、一场权威科普
讲座、一部肿瘤防治科普宣传片、一
份肿瘤防治宣传手册、一场专业技
术帮扶培训，以生动丰富的形式促
进肿瘤防治关口前移。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抗癌
协会主办，省肿瘤医院、省癌症基金
会、林州市政府承办。科普活动之
后，2021中国肿瘤学大会（CCO）将
于今年11月在郑州举行。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4月 9日上午，
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从安阳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园
区——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出发的出口尿素专列顺利抵达
烟台港。这批2000吨尿素在烟台港卸车装船后，将出口至
印度。由此，安阳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首次实现出口集港
功能，也标志着今年1月 13日开通的安阳东向出海国际物
流大通道再添出海口。

据悉，去年 9月，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有限公司、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郑州分公司、河南中外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四方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山东港口——万庄安阳内陆
港”陆海物流大通道。今年 1月，载有白俄罗斯产 2000余
吨钾肥的货运火车经连云港港口抵达河南万庄安阳物流
园，安阳东向出海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式开通，安阳首添铁海
联运出海口。今年 3月，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又与山东港
口集团烟台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山东港口集团
烟台港——万庄安阳内陆港”物流大通道。此次出口尿素
专列抵达烟台港，标志着该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落地。

河南万庄安阳物流园立足河南农业大省、安阳农业大
市的特点，打造全球化肥供应链配置中心。在保障农业生
产的同时，剩余产能出口海外，实现农资企业年生产效益最
大化，为该市积极融入大循环、双循环新格局，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本报通讯员 刘永能

企业家面对面，他们聊点啥？
前不久，在安阳市工商联会议室，每月一期的企业家主

题沙龙活动如期而至。本期主题围绕“安阳童装如何走出
国门”，来自全市 13家针织童装行业的 30余名企业家代
表，对该市童装行业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建言献策。

“在我看来，安阳童装想要走出国门，重点是要形成品
牌效应。”“从专业角度来说，以优秀的外贸销售公司来带动
产业链发展是不错的路径。”企业家们从行业实践出发，畅
谈各自想法。

“大家有啥发展中的困难？”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问。
“能否在小微企业金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支持？”“企业

想要在发达城市招聘职业经理人，能否享受安阳市‘洹泉涌
流’人才政策？”……市委统战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科工作
人员把企业家的问题一一记录。

沙龙上，主办单位还邀请安阳师范学院的两位专家，从
专业理论角度对讨论主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近年来，安阳市为深入开展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百县提
升行动和“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推动 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每月举办一期企业家主题沙龙活动，政府各职能
部门现场面对面听取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
由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监督，确保每个问题、每条建议，一一落
实到位并及时反馈。通过搭建政府与企业、高校与企业、企
业家与企业家等的交流互动平台，着力破解企业发展中的难
点、堵点、痛点、疑点，帮助企业家纾困解难。

据悉，截至目前，该市共举办主题沙龙活动 11期，200
余家企业参与其中。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4月 13日，红
旗渠纪念馆里的一场党课直播，在全国各地消防系统的微
信朋友圈刷屏。在一幅红旗渠老照片前，来自红旗渠消防
救援站的消防指战员，身穿“火焰蓝”制服，聆听党史课。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组
织，号召全体消防指战员从党的初心之地出发，联动各地
红色消防站点，大家以“微党课”的线上互学互评，致力让
党课“听得懂”，指战员“有兴趣”。

直播中，广大消防指战员通过网络体会“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今天通过直
播云游览了红旗渠纪念馆，我感受到了当代中华民族崇高
的理想信念和不懈的目标追求，深深被红旗渠精神所感
动。”上海车站消防救援站陈祥康表示，红旗渠的历史故事
让他明白，只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开拓创新、永不止步
的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直播开通后，全国各地市 100多个消防站组织集体参
与直播学习。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4月 14日，在安
阳市公交集团停车场内，8辆经过精心“装扮”的“红色车
厢”齐亮相。

为献礼建党百年，发挥好公交车“流动宣传窗口”的作用，
安阳市开展“红色车厢”设计大赛。8份主题鲜明，视觉冲击较
强的“红色车厢”方案，从30余份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被制
成实物，进入最后的比拼。

8辆“红色车厢”涵盖了红旗渠精神、“三牛”精神、红船
精神等红色主题。参赛者李彦伟介绍，自己的“红色车厢”车
身印有南湖红船、万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复兴号”高铁等元
素，车内的19个手拉环分别对应中共一大到十九大的剪影，
车厢内也遍布党的发展历史图片及文字简介。

比赛结束后比赛结束后，，这批这批““红色车厢红色车厢””将上路运营将上路运营，，在行驶过程中在行驶过程中，，
车内也会播放党史相关的音视频资料车内也会播放党史相关的音视频资料，，真正将其打造成真正将其打造成““流动流动
的党史宣传车的党史宣传车”，”，为市民提供为市民提供““流动的党课课堂流动的党课课堂”。”。市区主干道市区主干道
公交候车亭橱窗内公交候车亭橱窗内，，也将同步进行建党百年系列宣传也将同步进行建党百年系列宣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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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蓝”党课“红”

“红色车厢”大比拼

安阳师范学院师生万余公里行程聆听修渠故
事8万张照片留住修渠记忆——

“洹泉涌流”升级 引才尊才爱才
——访安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才办主任程晓东

更多精彩扫出来

更多精彩扫出来

内黄县妇幼保健院自2009年起，承担每年2000人的
国家“农村妇女免费乳腺癌筛查”民生实事项目。今年以
来，他们租用专车，配备专人每天接送服务对象。图为4月
15日，群众在该院接受“两癌”筛查。7

杨之甜 董德平 摄

内黄县妇幼保健院

“两癌”筛查贴心服务受欢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涛

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富有创新能力
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 3月 24日，安阳市

“一鸣惊人”，重磅发布“洹泉涌流”人才集聚
计划，向全社会传递出安阳求贤若渴的信号，
一举激活了洹河之滨的“一江春水”。前不
久，安阳市出台《关于打造“洹泉涌流”人才集
聚计划升级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去年政策基础上再发力、再出实招，全力营
造引才尊才爱才的氛围。升级版，升在哪
里？4月14日，记者专访安阳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人才办主任程晓东，听其细说端详。

问 安阳市出台《意见》的目的？

答：2020年 3月24日，安阳“洹泉涌流”
人才集聚计划出台，经过一年时间运行，共
为全市企业引才近千人，政策效果初步显
现。面对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为积极回应
基层企业更高期盼和人才的更高需求，更好
地服务安阳市“十四五”规划发展需要，致力
于将“洹泉涌流”打造成在全省叫得响的特
色品牌，在巩固深化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出
台《意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为安阳“三
区五中心”建设吸引集聚各类人才。

问 哪些政策升级了？

答：《意见》共10条，通过实行台账式管
理，明确了22项具体措施，细化了34项目标
任务，进一步对6大方面进行提质升级。

政策覆盖面更大。对各级各类企业实行
普惠制，凡正常经营、有引才意愿的企业（主要

是四上企业）均可享受。人才办手续更便捷。
实行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一站式、全流程提供各
项优惠服务。人才周转房品质更高。通过“室
内装修、物品配置、外观风格、物业管理”四个统
一，让人才免费入住3年的周转房更加舒适。
尊才爱才氛围更为浓厚。设立安阳人才月，开
展“杰出、优秀”人才评选，营造尊才、引才、爱才
氛围。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通过联席会议
定期研究、年底专项述职、不定期联合督导、设
立人才监督服务热线等一系列“刚性约束”，确
保各项优惠落地落细，尽快释放人才政策红利。

问 哪些人群可以享受？

答：安阳市各级各类企业引进并经认定
符合条件的人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定向
类硕士以上学位选调生，均可享受。同时，
安阳市科技类柔性引才可享受资金补贴以

外的其他优惠。我们还突破落户和参保的
限制要求，只要在安阳市创业的青年储备人
才，可一次性申请最高2万元的创业补贴。

问 外来人才如何申请政策？

答：我们实行“线上线下”两种服务方
式。线上，拓展提升“人才服务一卡通信息
系统”的网上办理服务功能，“洹泉涌流”各
项优惠政策，均可通过这个统一的网上服务
平台受理、办理。线
下，市县两级人才综
合性服务平台实行

“前台受理、后台运
转、一窗接件、一站
办结”的服务方式，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人才需求事项。7

红旗渠消防救援站的消防指战员在红旗渠纪念馆
听党课。7毕西洋 摄

安阳市公交集团参赛司机正在给车身贴版面。7
赵阿娜 摄

4 月 14 日，
安阳市银杏小学
学生到安阳师范
学院美术学院参
观“ 丰 碑 ”摄 影
展。7

▲在修渠老人家进行拍摄。7
▶拍摄过程艰苦，有时候午餐只能吃
泡面。7

本文图片由由安阳师范
学院美术学院提供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爱善 常阳

上世纪 60年代，林州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凭借一锤一钎一双手，历
经十年奋战，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之
间，建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修建红
旗渠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当年的
修渠场景，你能了解多少？

4月 12日，在一场名为“丰碑”
的摄影展上，记者找到了答案。

展出图片主人公，都是当年修
渠人。他们平均年龄在 82岁，年龄
最大的 95岁。图片里，他们有的正
眉飞色舞地讲故事，有的已卧病在床
无法起身。画面上有布满皱纹的脸
庞，也有神采飞扬的眼睛，更有一些
感人至深的瞬间……

这是安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红
旗渠精神创作团队的师生们，历时
三年，探寻林州 456 个村落，走访
500多位修渠老人，用手中的画笔和
镜头记录下当年红旗渠参建者们现
在的影像。

“这次展出的是从8万多幅照片
中挑选出来的147件作品。”该校党委
副书记魏光峰介绍，“对学生们来说，
三年的创作活动是一堂超长的社会实
践课，更是一堂特殊的党史教育课！”

把课堂“搬”到红旗渠

“学院每年都会组织师生去太行
山写生，红旗渠是镌刻在太行山上
的一座精神丰碑，2013年我开始关

注红旗渠建造者。”该校美术学院教
师秦国防说，“作为一名摄影专业教
师，我想把课堂‘搬’到红旗渠！”

在安阳师范学院大力支持下，
2018年，秦国防等人成功申请到国家
艺术基金，将《红旗渠建造者》立项，带
上摄影器材，领着学生进入太行山。

“近10万民众参与修渠，其中劳
模759名，在世的已不足百人，且多在
耄耋之年。”秦国防说，“一个个修渠人
正在离去，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尽
快、尽可能多地找到他们，拍好他们。”

最 大 的 困 难 不 是 拍 摄 ，而 是
“找”人。《红旗渠志》一书记载的
1965年、1966年的劳模表彰信息是
团队唯一的信息来源。“我们按照名
单，一个个去找，确定去世的就划
掉……”秦国防保存着几本已经翻
烂的笔记本，“几十年过去了，当年
登记的住址已无从查找，只有挨个
乡镇、村庄去寻访。”林州山多地广，
有些自然村，连导航上都没有，他们
边找边问，困难重重。用一天甚至
几天时间寻访一人是常有的事。
2018 年 4 月至 8月，他们在山里行
驶了一万多公里。

“过程虽然辛苦，但对学生们来
说，这样的社会实践更有意义，也更
吸引人。”该校美术学院摄影教师黄
建宇说。

“有些村子偏僻得连小卖部都
没，拍摄一天，中午没地方吃饭，要
么吃泡面，要么在老乡家里自己生
火做饭。”2018 级学生王安妮说，

“苦不怕，只要最后找到人，拍好，就
觉得很值。”

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2017级学生徐博文说，在拍摄任羊

成那天，任爷爷讲到
为了修渠，他随时做
好牺牲准备，每天会
把衣物、粮票打包摆
放整齐，万一除险时
牺牲，就让工友们分
了……“听到这里，

我们都哭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
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18级学生张宇说，采访劳模
田永昌时，老爷爷回忆往事，激动地
唱起“劈开太行山”的歌曲来。

修渠人申金柱，当时参与了红
旗渠渠首拦河坝。“当时，申爷爷他
们在三月天泡在渠水中，筑起三道
人墙拦水，他被水冲晕了，被救醒以
后接着又跳进水里……”说着说着，
2018级学生刘伊楠的眼圈红了。

是社会实践 更是党史教育

团队先后有近 30名学生参与，
年龄都在20岁上下。在这三个寒冬
酷暑里，这些年轻人一次次流着泪听
修渠人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记下
来，带回去，讲给别人听……

这些修渠人里，党员占多数，有
不少党龄在 50年、60年，甚至 70年
以上的老人。学生们说，寻访中他
们听得最多的就是“我是共产党员，
我不上谁上？”“我是党员，就要听党
指挥，跟党走！”“为人民服务，就是
牺牲咱也不怕！”

实践是本无字书，行走的课堂更
精彩。

三年时间，师生们足迹遍布河
北、山西、河南、北京，汇编修渠故事
5万多字，录制口述视频4320分钟，
剪辑人物专题片 20部。三年里，学
生换了三茬，人物访谈、文本记录、
摄影摄像、视频剪辑、方言校对……
每个成员都成长为“大拿”，每个孩
子都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精神洗礼。

“大学生就应该磨炼自己。”
2018级学生聂皓馨说，

“我们这个年纪不吃苦，啥时候
吃苦，更何况，跟修渠相比，这算苦
吗？”2018级学生李若瑜说。

……
“红旗渠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红旗渠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

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性质和宗旨，，安阳师范学院师安阳师范学院师
生回望红旗渠生回望红旗渠、、品读红旗品读红旗
渠渠、、体悟红旗渠体悟红旗渠，，在感动感在感动感
悟中传承红色基因悟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赓续精
神血脉神血脉，，厚植爱党厚植爱党、、爱国爱国、、爱爱
社会主义情感社会主义情感，，让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
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该该
校党委书记纪多辙说校党委书记纪多辙说。。77

更多精彩扫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