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卢氏县龙首山
庄民俗摄影基地绿意盎然，杜
鹃花迎风怒放、姹紫嫣红，吸
引众多游客前往赏花、品农家
菜、观赏民俗，带动了地方经
济发展和农民就业。近年来，
当地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
有机融合，走上了生态引领助
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路。⑨6
聂金锋 摄

我要更加努力，好好种
菜，带领更多群众致富。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敢吃这个马，小心你的车。”4
月 18日上午10点，在许昌市魏都区
南关街道七一社区托老站，69岁的
赵国明正和同伴下象棋，数位老人
一旁围观，其乐融融。

托老站都提供啥服务？“主要为
老人提供日间生活照料、健身娱乐
等服务。”七一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马静说，辖区内 60岁以上
的老人有 1000多人，托老站投入使
用后，很受他们的欢迎。

记者走进托老站，只见干净整
洁的活动室装有空调，摆放着桌椅，

配备象棋、跳棋和扑克牌等文体用
品，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在康复
训练室，老年人可以借助肢体协调
训练器进行简单的康复训练；助浴
间特意安装了洗浴扶手，为老年人
的洗浴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来到托老站，除了有老伙计一
起下棋、唠家常，还经常有志愿者的
爱心慰问、文艺演出。”赵国明说，

“在这里，我们的精神生活不枯燥，
不单调。”

“叔，您坐这里，今天的午餐有
鱼香肉丝、土豆丝、米饭……”到了
午餐时间，赵国明来到了不远处的
七一社区养老服务助餐点，工作人
员正忙着招呼陆续到来的老人就

座。
“过去，吃口热饭，对我们独居

老人来说都是个难题，现在难题已
经迎刃而解。”赵国明说，“在助餐点
吃一顿早餐只需2元钱，吃一顿荤素
搭配的午餐只需5元，而且菜品天天
不重样。”

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许昌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将打
造“一碗汤距离”便捷养老服务网纳
入市级重点民生实事，强力推动“机
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发
展。截至目前，该市已建起了 255
个社区托老站、14个城区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覆盖服务对象10多万人。

如何借助现代智能化平台推进

居家和社区养老？
一 部 手 机 就 是 一 个“ 电 子 保

姆”，让79岁的刘晓萍轻松得到上门
护理和陪伴服务。

刘晓萍的手机，不仅屏幕大、声
音大，机身上还镶嵌着一个“SOS”
呼救键。无论白天黑夜，她只需按
下“SOS”键，许昌智慧养老居家服
务信息平台的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
她的姓名、年龄、住址、病史等个人
信息，以便为她提供及时的救助服
务。如今，许昌智慧养老居家服务
信息平台已覆盖服务人群3万人。

惠老之举更实，敬老之风更浓，
莲城老人正自信从容地享受幸福晚
年。③8

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诗昂

也就几年的光景，何小彩经历
了顺利脱贫、代表焦作市参加省里
的春节团拜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的巨大变化。

她的家在武陟县詹店镇冯庄
村。“早些年女儿体弱多病，为看病
欠下不少外债。她爸后来得了一
场大病，不能再干重活，就在周边
打零工。”多年来，何小彩一家四口
的生活只能靠 4 亩地和两口子打
零工艰难维持。2015 年 5 月她家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从此，日子
变了。

4月 25日，春风拂面，何小彩的
农家小院里处处透着喜庆，儿子一
周前刚举办了婚礼。

堂屋的桌案上，“河南省最美家
庭”“全国优秀农民工”等牌匾和荣
誉证书摆了一排。

坐下，聊起过去，何小彩抹了两
次泪：一次是讲到对子女的亏欠，一
次是讲到“小草姐”。

“这些年我们家的变化，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离不开所有人
的帮扶。”何小彩口中的“小草姐”，
是武陟县人社局的结对帮扶干部张
新草。

2016 年 5月，张新草等人结合
何小彩在郑州市惠济区打零工时种
菜栽花的经历，为她商讨制定出“大
棚蔬菜种植”脱贫计划。

创业贷款很快通过申请，4个蔬
菜大棚建起来了。“两个月后，一季
菜就收入了 6000 多元。”尝到甜头
的何小彩，有了更大的干劲。次年，
她流转了8亩土地，成立武陟县普惠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投资有风险，这次扩张险些让
众人的努力成为一场空。

当年 6月，土豆丰收，何小彩却
高兴不起来。由于市场行情波动，1
万多公斤土豆滞销了。

“正当我们一家人焦头烂额的
时候，小草姐帮忙联系县里的爱心
企业和人士，不到一天时间，土豆就
卖完了。”这件事，让何小彩深受触

动，“如果我不好好干，就对不起社
会上的这些好心人。”

渡过这个脱贫路上的难关，日
子越过越顺。

2017年，何小彩家还清了所有
欠账和贷款，顺利脱贫；2018年，流
转的土地达到 20亩，家里人均收入
超过 1 万元；2019 年，流转土地总
计近 30亩，还带动了村里的乡亲就
业……

站在自家的大棚前，四周麦浪
随风起伏，作为中共预备党员的何
小彩有了更大的抱负。

“我们想再流转 100 亩地大干
一场，不过这事得跟小草姐好好合
计合计。”说话时，她转身望向在大
棚里给豆角锄草的爱人魏新奎。

“我要更加努力，好好种菜，带
领更多群众致富。”何小彩说。③5

吃“生态饭”
挣“绿色钱”

要闻│052021年4月26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马小刚 沈剑奇 美编 单莉伟

●● ●● ●●

□李树华 马文亚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大学
党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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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的安排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主要领导来校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座
谈会讲话精神，第一时间成立党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制订党史学习教育
实施方案，召开全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坚持“六学”并举，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坚持引领示范“学”。学校领导干
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在学党史、懂党
史、用党史方面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
引领作用。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中学习研讨、专题读书班，原原本本
读4本指定学习材料，从党的非凡历程
读懂强党之路、复兴之路。召开领导班
子务虚会、全年工作会，围绕党史学习
教育和全年工作谋划，开展内容充实、
形式新颖的研讨交流，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升认识。举行党委三届三次全体
（扩大）会议，把宣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与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紧扣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党史学习教育的良好成
效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开创新局面。

坚持专家辅导“学”。在用心“悟思
想”上下功夫，从百年党史的宏阔视野
中深刻领悟党的理论创新。邀请国内
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专家学者
作专题辅导报告，准确把握党的历史主
题主线、主流本质。举办第二届全国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中原论
坛，邀请来自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

家作报告，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在穆青百年诞辰之
际，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名家暨穆
青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知名
新闻学专家作专题报告，传承弘扬“勿
忘人民”的郑大情怀。

坚持理论宣讲“学”。充分发挥理

论宣讲的精神引领作用，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开展“百人千
场”宣讲活动，组建党史学习教育郑州大
学宣讲团，组织百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百
名思政课教师、百名辅导员、百名团学骨
干，深入班级、课堂、宿舍，深入城乡、社
区、工厂，开展“四个一百”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激励广大师生和党员群众自觉做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者、传播者和实
践者。组织师生代表聆听中央宣讲团宣
讲报告会，作为首场宣讲高校启动“全国
高校党史接力宣讲”活动，发起并联合7
所高校开展河南省高校党史接力宣讲活
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报
国、知史荣校，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坚持融入课堂“学”。用活用好红
色资源开展教学，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重要一课贯穿全年。采取互动式、启发
式、交流式、体验式教学，把党史学习教
育有机融入思政课、专业课、通识教育课
等课堂，思政课教师周荣方课上讲焦裕
禄精神时潸然泪下，使学生深受感染，相
关话题全网阅读量达数亿次。建好思政
课主阵地，校党委书记宋争辉主持召开

“传帮带”老中青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围
绕如何讲好党史、讲好思政课、锻造思政
名师进行深入交流。将党史学习教育纳
入干部教育培训、教师专项培训等各类
培训必修课，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坚持现场体验“学”。走进“实景课
堂”开展现场教学，重温红色记忆，汲取
丰厚滋养。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先后到黄河生态廊道、郑州二七纪念
馆、焦裕禄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首府
烈士陵园等地实地研学，经受系统的理
论提升、严格的党性锤炼和深刻的思想
洗礼。组织师生到漯河市烈士陵园祭奠
王焯冉烈士，到郑州烈士陵园追思先烈，
感悟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光
荣传统。到卢氏县马湾红色教育基地开
展“重走红军路”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坚持创新形式“学”。立体式、多样
化、全覆盖讲好党史故事，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新”更走“心”。组织开展“青
春向党，你我‘郑’young”荧光夜跑、

“网上重走长征路”、“十年致敬百年”等
线上线下教育活动，以更具感染力、参
与感、仪式感的方式，让党史学习教育

“活起来”“火起来”。举办“传承的力
量——编钟回响，经典悠扬”联奏演出，
师生运用复原“曾侯乙编钟”演奏《东方
红》等红色经典歌曲；举办“祭英烈、学
党史、感党恩”清明主题诗会、原创话剧
《洛水·深情》演出，以师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传播红色文化，让党史学习教育

“沉下去”“热起来”。实施“五个一百工
程”，讲红色故事、上微党课、过主题党
日、唱红歌、绘党史，打造具有郑大特色
的红色育人阵地，充分发挥党史学习教
育在立德树人中的价值，以史铸魂、以
史育人、以史聚力，培养造就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郑州大学：“六学”并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郑州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到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开展实地研
学，聆听红军后代讲党史故事

郑州大学举办“编钟回响，经典悠
扬”联奏演出，运用复原“曾侯乙编钟”
演奏红色经典歌曲

本报讯（记者 张体义）
4月 24日，《渎山大玉海
科技检测与研究》出版
座谈会在北京科学出
版社召开。来自北
京市文物局、北京大
学、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国地质大学、
河南博物院、南阳市
文广旅局、南阳文物考
古研究所等单位和科研
机构的近 30 名专家参加会
议。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
研究课题组认为，经过科技检
测和综合研究，证实中国最大的一件古
代传世玉器渎山大玉海的材质为河南
南阳独山玉，其开采方法为露天开采。

渎山大玉海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件
古代传世玉器，重达 3500千克。相传
是元世祖忽必烈在 1265 年令皇家玉
工制作，意在反映元初版图辽阔、国力
强盛。渎山大玉海雕成后被放置在元
大都（今北京）的广寒殿，明代散失于
民间，后被清代乾隆皇帝安置于皇家
御苑北海团城。乾隆时期曾对该玉进
行过 4次修琢加工，乾隆曾亲笔御题
诗词，并命人镌刻在玉器的腹壁上，详
细介绍了这件玉器的来历和流传经

过。此外，乾隆还命 40 名
翰林学士每人赋诗一首，
刻于亭柱之上，并建玉
瓮亭保护至今。有专
家称该玉堪称“玉器
镇国之宝”。

传 世 700 多 年
来，由于种种原因，
渎山大玉海的材质与

产地、功能与风格、文
化背景、后世流传等，均

给后世留下了值得研究的
问题。2016年由北京市文
物局牵头组建渎山大玉海

科技检测与研究课题组，对渎山大玉
海进行了科技检测和系统研究，历时
五年，终有突破与进展，并推出专著
《渎山大玉海科技检测与研究》。通过
对相关史料、文物和大玉海纹饰及加
工制作手艺的研究分析，确定它是元
朝时期的宫廷用玉。

参加座谈会的南阳文物考古研究
所所长乔保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渎山大玉海是十分有名的传世玉器，
以前经过肉眼观测认为是独山玉，这
次是经过科技检测和综合研究。根据
南阳出土唐代大中十年（公元 756年）
的墓志记载，唐代独山又称“渎山”，也
可以佐证其为独山玉。③7

多学科研究证明——

渎山大玉海是咱南阳独山玉同心 小康奔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重点大项目：
河南平煤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GWh 锂离子电池项目，位于新

乡市凤泉区动力电池专业园区，计划总投资 14.32亿元，占地 178亩，总建筑面

积 13 万平方米，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年产约 2.4 亿支锂电池的生产能力，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21.6亿元。

这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追加投资建设的新项目。

2017 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与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电

池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河南平煤国能锂电有限公司。近 4 年来，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对新乡的营商环境高度满意，与本土企业深度融合，为延长

产业链条，追加投资建设河南平煤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③5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整理）

（上接第一版）
全市 3700多名“首席服务员”，下

沉到规模以上企业和省市重点项目，
与企业“结对子”，开展常态化点对点
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得到了
企业的广泛好评。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新乡将紧
盯政务服务中的短板弱项，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行政效能，用
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和
群众的“满意指数”；常态化开展市场
主体大回访活动，听取企业对服务效

果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地整改，切实
提升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加强
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厚植市场主体
平等竞争、蓬勃发展的土壤，让企业经
营更有安全感；积极打造生态优美、宜
居宜业的良好环境，不断增强新乡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让企业和企业家“来
了不想走、走了想回来”。

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表示，通过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相信会有更多的
企业像鲁花集团一样，看好新乡，选择
新乡，投资新乡。③5

新乡：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徐东坡）4月 22日，
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省司法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
正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社区矫
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入职条件、选任聘
用、待遇和晋升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指导意见》，社矫专职社工
应采取公开招聘、选任等方式配备，各
县（市、区）应统一规范社矫专职社工
选聘程序和资格条件，招聘计划应当
向社会公示。

《指导意见》要求，社矫专职社工
应当取得社会工作初级以上职业资格

证书；非社会工作专业的社矫专职社
工，应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指导意见》下发之前已经录用
的社矫专职社工，需在两年内取得社
会工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服务两年
期满未能取得社会工作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经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后一般
不予续聘。

《指导意见》还明确了社矫专职社
工的职业待遇和晋升渠道，要求参照
社会工作者薪酬标准逐步建立社矫专
职社工薪酬等级，逐步建立社矫专职
社工职级体系。同时，规定司法行政
部门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社矫专职社工。③4

我省出台意见

社矫专职社工需持证上岗

渎山大玉海

何小彩还要更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