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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
鹏）4月 16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驻
马店市调研检查小麦病虫害防治
工作。

在遂平县和兴镇大刘村，武国
定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和
飞防作业开展情况，对当地政府加
大投入，采用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
相结合，实现病虫害防治全覆盖的
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要落实防
控责任，加快工作进度，抓住窗口
期，打好歼灭战。

在西平县二郎乡张尧村，武国
定详细询问病虫害防治措施和防
治资金落实情况。他指出，要进一

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组织领
导，坚持科学防控，迅速掀起防治
高潮。

武国定强调，根据农业部门监
测预报，今年黄河以南地区赤霉病
将偏重发生，从现在到 4月底，是
小麦赤霉病防治的最关键时期。
豫南各市县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
负责的态度，迅速行动起来，加大
资金投入，坚持统防统治，严格落
实防控责任制，做到不留空白、不
留死角。要视苗情统筹开展“一喷
三防”，为夺取夏粮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
年。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4月 16日，副省
长戴柏华到许昌市调研中医药发
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等工作。

戴柏华先后来到天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华夏药材有限公司、
禹州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禹州
市钧台街道万丰社区卫生室实地
走访，详细了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疫苗接种等工作情况。

戴柏华对近年来许昌市中医
药发展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医药法，
加快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要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中
医医疗机构建设；做大做强中医
药产业，完善规划，延伸链条，培
育龙头，打造品牌；弘扬中医药文
化，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强化中医
药人才支撑，健全人才评价激励
机制；强化保障措施，齐抓共管，
形成合力。要完善疫苗接种方
案，查漏补缺，扎实做好接种点扩
容、疫苗运输、人员培训等各项工
作。③8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李宗
宽）4月 17日，马金凤戏曲艺术博
物馆开馆暨李树建戏曲艺术传承
中心揭牌仪式在洛阳职业技术学
院伊滨校区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出席。
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分为

“艺海求索，人民为根”“梨园瑰宝，
马派艺术”“传薪播艺，芬芳满园”

“豫剧泰斗，翰墨流芳”等部分，数
百件珍贵图文影视资料、戏服、道
具和生活用品，全面立体展现了马
金凤的艺术人生。

马金凤是豫剧泰斗，从艺90多
年，见证了豫剧梨园的春华秋实。
其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打朝》
《花枪缘》，俗称“一挂两花”。她创立
的豫剧马派“帅旦”艺术薪火相传，
成为民族艺术瑰宝。此次博物馆的
建立，将为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
豫剧“马派”艺术提供坚实基础。

同时，李树建戏曲艺术传承中
心将为促进学院戏曲艺术繁荣发
展、培养戏曲艺术高层次人才提供
良好平台与载体，为繁荣中国戏曲
事业贡献力量。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17日，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
物局主办的“出彩中原——河南红色
文化陈列展”在河南博物院启幕。

展览分为“打破旧世界”“建设新
家园”“走进新时代”三部分。约1000
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中，260件套文物、
100余件文献、600余张历史照片，结
合视频多媒体、电子沙盘、场景复原等
多种形式，全景呈现河南建党、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竹沟抗战、挺进中原、社
会主义国家建设探索和改革开放等重
大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展览立足河南红色资源，着重诠
释了大别山精神、红旗渠精神和焦裕
禄精神的实质内涵，带领公众了解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人民救亡
图存、建设河南的伟大历程和改革开
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河南博物院院长
马萧林说。

与展览相配合，“学党史，助力中原
出彩”有奖知识竞答活动当日在河南博
物院同步启动。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
示，河南革命文物资源丰富，将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庆祝建党100周年等，持
续挖掘其中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让公
众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光辉历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党史
观，使红色革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新时代
如何做好黄河文化、黄帝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月
16日，“轩辕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短视频大赛暨首届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大赛启动仪式在新郑根文创
大厦举行。

本次大赛由河南大学、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黄帝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河南新
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河南省文
化产业协会、河南省创意产业协
会、郑州市旅游文创协会主办，河
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根文
创文化研究院等单位承办。北京
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

河南省非遗文化专家高天星教授、
河南省内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院
长、河南省文化产业协会及各大媒
体机构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

据介绍，大赛倡导参赛者以青
年视角，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手段，
采用短视频、文创产品设计的方
式，展现以黄帝文化、黄河文化为
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大赛
旨在通过政府、企业、学校的联合
互动，以大赛为平台，推动河南涌
现更多的优秀文化 IP、优秀作品。

活动同期举办的还有“轩辕
杯”奖杯创意设计征集启动仪式、
《寻根中原传承千年》系列纪录片
开机仪式等活动。③9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从开封收费站驶入连霍高速，迎
着春日阳光一路向东，两侧绿意盎
然。车行大约 40分钟，下高速，进入
兰考县城。

正是桐花绽放的时节，焦裕禄精
神诞生地兰考又被围裹在花香之中。

位于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处的兰
考，曾经泥沙沉积，风沙、内涝、盐碱三
害肆虐。“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
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当
时乡村的景象如此，县城也好不到哪
里去。如今，昔日破落景象已不见，取
而代之的是颇具现代韵味的区域中心
城市模样。

入城不远，即是焦裕禄纪念园，工
作人员已将墓前打扫得干干净净。虽

是正午时分，来此拜谒参观的人却络
绎不绝，利用中午空闲过来的高中学
生、从外省驱车上百里赶来的一家五
口、一批批的旅行团游客……他们在
墓前肃立，追思焦书记。

1962 年冬，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当时兰考遭遇严重的灾荒，全县粮食

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亩产仅 43
斤，群众食不果腹。为了改变兰考的
面貌，焦裕禄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治理

“三害”，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翻淤
泥治沙、种树的行动。

泡桐在兰考生了根，绿色也在这
里生了根，如今的兰考绿树成荫，良田
连片。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泡桐
苗，已枝叶繁茂，华盖如云，成为兰考
的地标和焦裕禄精神的载体与象征。

“兰考人心中都装着焦书记，朝着
好日子下的是狠力。”纪念园办公室负
责同志说。

2017 年春，兰考全国首批、河南
第一个脱贫摘帽，掀开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今年 3月，兰考又被列为
乡村振兴示范引领县，乡村全面振兴
步伐进一步加快。

如今的兰考大地，城乡道路贯通、
干支相连，文旅特色示范带、产业示范
带、美丽乡村示范带以路为轴，辐射展
开，城乡一片好春景。

交通畅，经济兴。在连霍高速、日
兰高速兰考收费站能看到，一辆辆上
下站的大货车甚至要排队，足见这片
热土迸发的发展活力。而着眼发展大
势，兰考人还有大手笔，正在谋划推进
三条高速公路建设，未来的兰考将形
成高速绕城的格局。

县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兰考
县计划建设的兰沈高速兰考境内长约
21.1公里，投资23.5亿元；兰原高速兰
考境内长约 12.1 公里，投资 46.6 亿
元；沿黄高速兰考境内长 32公里，投
资35.2亿元。目前前期工作均在加速
推进中。

泡桐花又开，兰考展新容。返程
途中，从高速上
回 望 传 承 弘 扬
焦 裕 禄 精 神 的
那片高地，颇希
望 兰 考 高 速 绕
城 的 景 象 早 日
形成。③8

本报讯（记者 马涛）4月16日，
记者从省文明办获悉，根据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等 6部门部署，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
省妇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下
发通知，正式启动我省第八届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推荐和第八届河南
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工作。

全国道德模范是公民道德建
设领域的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
次，自 2007 年以来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已经举办 7届，我省涌现出李
文祥、郭建华、张玉滚等一大批产
生广泛影响的全国道德模范，有力

促进了全省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截至目前，
我省共有 20 人被授予“全国道德
模范”称号。

据悉，本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河
南省道德模范评选均分“助人为乐
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
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
模范”5个类别。5月中旬，我省将
向全国组委会推荐 10名道德模范
候选人参与评选。同时，我省将评
选河南省道德模范 10名，每个类
别2名；河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10
名，每个类别2名。③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现在好了，新打了这么多眼井，
浇地问题解决了。”4月 15日，在商丘
市梁园区双八镇徐庄村韭菜种植园，
种植户段建立高兴地说。

为促进村里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去年该村打造了500余亩的韭
菜种植园。“到收获时节，来收韭菜的
货车排成长队。园区亩均年收入达3
万余元，每天用工量都有五六十人，一
年仅发放农民工资就达上百万元。”双
八镇党委书记曹红伟告诉记者。

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园区灌

溉问题也越发突出。徐庄村是曹红
伟一对一联系的行政村。在一次“三·
五”基层工作日活动走访中，曹红伟了
解到此情况后，多方协调，筹集资金，
给园区新打了 4眼机井，解决了群众
的浇地难问题。同时，为完善配套设
施，他协调300余万元，翻修了徐庄村
的主要道路和大部分村内道路，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出行。

这只是商丘市利用“三·五”基层
工作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缩影。

据悉，从2016年 12月 1日开始，
商丘市委将每月25日、15日、5日分别
确定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
的“三·五”基层工作日。届时，市、县
（市、区）、乡镇（街道）党员领导干部要

深入一对一联系村，“零距离”服务群
众，帮助解决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丘市
利用“三·五”基层工作日，各级各单
位党员领导干部到所联系村开展党
史宣讲、了解村情民意、征求群众意
见建议等活动，针对群众反映的身边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现场协调
解决、督促办理，真正把群众的“身边
事”办实、办好、办到位。

4月 15日，商丘市三级联动进基
层。当日，各级党员干部共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宣传
4874场次，走访群众 35874户，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及办理实事 3378件，
排除矛盾纠纷 847起，征求“三项工
作”意见建议1524条。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4月 16日上午，在中牟县东风路
街道“小板凳”红色宣讲活动现场，圣
景社区党支部书记葛廷霞声情并茂
地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半条
被子”的故事，动情处，泪湿眼眶。

如何更加深入地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让党的创新思想、光辉历程、优
良传统，在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入脑入
心、生根发芽？连日来，中牟县紧扣
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
在全县开展“‘楼院板凳会’街头巷角
话党史”活动，1500余名“百姓宣讲
员”用鲜活生动的“微宣讲”，让党的
故事口口相传，让信仰的力量“声入
人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有

温度、见实效。
东风路街道从社区党支部书记、

党员团员和辖区政协委员、人大代
表、居民群众中挑选 20余人成立了

“小板凳”红色宣讲团，宣讲团成员搬
着板凳走街串巷、进村、进小区、进楼
院，随时随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截
至目前已开展宣讲活动十余场。

雁鸣湖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在群众家门口开设“小院讲堂”。老
党员、退休老教师、辖区志愿者等自发
组成宣讲团开展宣讲。“我们要用老百
姓听得懂、听得进、记得牢的语言，让
党史学习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宣
讲员白玉杰说。在“小院讲堂”现场，
大家围坐在一起观看纪录片，回顾中
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的重要历史片

段，静静聆听白玉杰讲述的党史故事。
在官渡镇，“讲党史故事·传红色

基因”宣讲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20
余名宣讲员在镇辖区内开展巡回宣
讲，力争把最感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
多的人听。马庄桥村 86岁高龄的老
党员周清元，主动请求参加宣讲，引导
干部群众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把革命
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老人从社会主
义革命讲到改革开放，从土地改革讲
到现在的幸福生活……在场的党员、
群众都感触颇深。“通过学习，更深地
了解了党的创业艰难及革命胜利成果
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铭记党的历
史，把爱党爱国的热情转化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奋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实
际行动。”该镇党员李文华说。③8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推荐活动启动

加快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豫南各市要不失时机抓好小麦赤霉病防治

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开馆

全国大学生短视频暨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新郑开赛

用创意“点亮”黄河文化、黄帝文化

沿着高速 看河南

“精神高地”将现高速绕城

郑州东站西侧的七里河两岸，生态绿道绵延起伏，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近年来，郑州市积极
实施城市生态绿道建设，以生态廊道、铁路沿线整治绿化为建设重点，建成公园游园1360处，使市民获得
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生态绿道 扮靓绿城

扫码看视频

河南博物院推出
红色文化陈列展

“小板凳”宣讲、“小院讲堂”……

让党史学习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

商丘开展“三·五”基层工作日活动

办好身边事 服务“零距离”

焦裕禄纪念园⑨6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17
日，“魅力黄河”主题艺术沙龙在河
南艺术中心小剧场精彩上演，拉开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黄河文化
主题艺术沙龙的大幕。

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活动
包括“魅力黄河”主题艺术沙龙、

“文脉黄河”主题艺术沙龙和“文明
黄河”主题艺术沙龙三个活动板
块。其中，“魅力黄河”沙龙主要侧
重呈现黄河文化在不同领域内的

独特表达，涵盖文学、绘画、设计、
文化产业等方面。

作为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
的首场活动，“魅力黄河”以“一条
大河的春秋史诗”为主题，邀请不
同文艺领域内对黄河文化有独到
见解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从多个
维度解读黄河文化的厚重多彩和
发展脉络，解密郑州的黄河文化基
因，丰富郑州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
形象。③9

“魅力黄河”主题艺术沙龙启幕

党员为咱办实事

李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