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双瑞 翟濯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
忠骨、岭岭皆丰碑——新县，鄂豫皖苏
区首府所在地，大别山腹地。革命战
争时期，不足10万人的新县为革命献
身 5.5万人；鄂豫皖苏区创造了“28年
红旗不倒”的奇迹。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
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兰考，焦裕
禄精神诞生地。20世纪 60年代，“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这里带领群
众种泡桐、除“三害”。虽然仅在兰考
工作了 475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
铸就了永恒的丰碑。

巍巍青山，唱不尽英雄赞歌；滚滚
黄河，淘不完英雄故事。站在发展新
起点上的河南，通过传承红色基因，用
好红色资源，谱写新时代绚丽篇章。

情怀
【红色足迹·焦裕禄同志纪念馆】

2014年 3月 17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一到兰考，就直接前往焦裕禄同
志纪念馆。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
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
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
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
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
我心中。”

“当总书记看到焦裕禄曾用过的
藤椅时，他眼含热泪。虽然已经是第
二次来了，但在馆内看到焦裕禄提出
的‘干部十不准’时，他依然十分认真地
逐字逐句阅读。”曾在2014年为习近平
总书记作讲解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
馆长董亚娜依然记得彼时的情景。

【红色历史·“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一棵泡桐
树粗壮挺拔，华盖如云。这棵已生长
了58年的老树不负期待，桐花再次绽
放。

1990年 7月 15日，时任福州市委
书记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精神，写
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

中写道：“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
成雨。”此处的“焦桐”，正是焦裕禄干
部学院门前这棵树。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一株小树苗。1962 年焦裕禄来到兰
考时，兰考正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
苦，为了整治“三害”，焦裕禄亲自带头
查风口，探流沙，察洪水。了解到泡桐
可以挡风压沙，焦裕禄又带领全县干
群大规模种植泡桐。焦裕禄去世后，
当地群众为了纪念他，亲切地将他亲
手栽种的泡桐称为“焦桐”。

【缅怀】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焦裕禄曾用生命喊出的豪言，如今
在兰考已变为现实。目前，兰考县已
成为全国粮食一个重要生产基地，全
国小麦、棉花、油料生产百强县。两岸
的黄河湿地每年都会有大雁、天鹅、斑
嘴鸭等200多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每年，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
精神。截至今年 4月，焦裕禄同志纪
念馆已接待游客 90多万人次。焦桐
树下，不少人缅怀静思，共同纪念那个
永恒不朽的英魂。

董亚娜已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从
事了28年讲解工作，总有人问她，日复
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会不会感到厌
倦？她说，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
受到焦裕禄精神的伟大。“焦裕禄书记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信念
【红色足迹·鄂豫皖苏区首

府烈士陵园】

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陵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远
眺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总书记强调，我每次到革命老区
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
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
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
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

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
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红色历史·山山埋忠骨、岭
岭皆丰碑】

新县被民间誉为“将军县”。这里
是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
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落
脚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
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部队。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
忠骨、岭岭皆丰碑——这是新县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至高礼赞。

【赓续】

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是红色
基因库。近年来，新县通过讲好党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加强红色教育。

2020 年，由新县烈士家属、红军
后代党员组成的新县英雄山党支部揭
牌成立；全县近5000件革命文物、365
处遗址遗迹登记造册加速推进，其中，
已建成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4处，市县级
保护单位128处……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新县重温革命
历 史 。 2020 年 ，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926.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9.3
亿元。“新县会讲好大别山的革命故
事，把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说。

拼搏
【红色足迹·张庄+田铺大塆】

201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考察。他叮嘱
当地干部要切实关心农村每个家庭特
别是贫困家庭，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
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考察调研。他指
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
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
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

【红色历史·兰考最大风沙
口+刘邓大军临时指挥所】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张

庄村，地处九曲黄河最后的一道弯，曾
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饱受风沙肆
虐。1963年，焦裕禄带领工作队在这
里组织群众挖泥封沙，栽种刺槐，成功
找到防治风沙的良策。

大别山青龙岭山下，田铺大塆，一
个依山傍水、距今有 400余年历史的
传统村落。1947 年，刘邓大军南下
时，在田铺大塆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以红色资源为依
托，不断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以产业集群为重点，不断壮大老区县
域经济实力。2020年，河南省大别山
革命老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
近 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于全省0.7个百分点。

为了纪念摆脱贫困，张庄村将村
里的主干道命名为“幸福路”。“过去主
干道是‘雨天一地泥，刮风一脸土’，现
在是‘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张
庄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庄艳斐说。据了
解，张庄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
底 的 3000 元 左 右 ，增 长 至 如 今 的
15000元。还建成焦裕禄精神体验教
育基地、“兰考四面红旗”纪念馆等，年
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

“老家寒舍”是田铺大塆第一家
民宿，店主是村民韩光莹。他说：“现
在，我的店平均入住率达到 60%以
上，每个月的纯收入过万元。”2020
年，田铺大塆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名 单 ，全 年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超 过
2000万元。

“亮出开放、生态、幸福的新名
片，需要我们赓续精神血脉，汲取奋
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乡村振兴中走
在前、作示范。”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
说。

红色传统，正成为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力量支撑。空中、陆上、网
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通达全球，米
字形高铁网加快形成；6500多万劳动
力优势更加凸显，人力资源呈现结构
优化、层次提升的良好态势。在革命
先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感召下，9900万中原儿女正不断拼搏
进取，奋力谱写出彩新篇章。

（新华社郑州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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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 26日同黑山总统久卡诺
维奇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黑山建交以
来，双方始终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支持，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带动下，
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重点
领域合作成果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双方相互支持，在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中方
愿继续为黑山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面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中国愿同黑山传承友好情谊，
巩固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得到新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双方应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切配
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前不久举行的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我
同总统先生以及与会领导人达成广泛
共识，为合作机制发展作出重要规划。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绿色
发展和环境保护年”，中方支持黑山作
为中国—中东欧国家环保合作机制牵
头国发挥积极作用，愿同黑山一道，落
实好峰会共识和成果，推动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久卡诺维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
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相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必将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黑中两国友谊深厚，是真
正和真诚的好朋友。黑山赞赏中方始
终秉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赞赏中
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
道路，感谢中方为黑山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和中东欧国家—中国
合作机制给黑山等地区国家发展带来
了重要机遇和实惠实在的利益。黑山
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基础设施、经贸、教
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
国企业赴黑山开展投资合作。黑山愿
继续积极参与并坚定推动中东欧国
家—中国合作深入发展，坚定维护多边
主义。我对黑中两国和中东欧国家—
中国未来合作更加蓬勃发展充满信心。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
久卡诺维奇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 2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 26日同西班牙首相桑切
斯通电话。

习近平请桑切斯转达对费利佩六
世国王的亲切问候。习近平指出，中
西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合作伙
伴，双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
方愿同西方扩大双边贸易往来，积极
推进港口物流、智慧城市、清洁能源等
合作项目，加强同拉美、非洲第三方合
作，深化两国人文交流。

习近平强调，虽然发生了新冠肺
炎疫情，但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
潜力。可以预见，未来中欧关系既拥
有新的机遇，也面临各种挑战。关键
是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方
向，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的主
基调。希望西班牙政府为推动中欧关
系行稳致远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同 160多
个国家的 560 多个政党保持友好关
系。双方应加强政党交往，深化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走好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完善全球治理贡献
智慧。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习
近平的诚挚问候，表示去年以来，西中
两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两国
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双边经贸合作
取得显著成果，西班牙对华农产品出
口大幅增长。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各国更加需要团结合作，维护多边
主义。西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人文领域交
流，欢迎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合
作。西方愿为推动欧中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5月 26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5月 26日同尼泊尔总统班达
里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中尼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抗疫努力，
深入开展抗疫合作，彰显了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精神。近期，南亚疫情出现
新一轮暴发，尼泊尔也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向尼方提供急需的医
疗物资设备和疫苗，同尼方分享疫情防
控和诊疗经验。中方将继续为尼方抗
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相信尼泊尔人
民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习近平强调，去年 12月我同总统
女士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
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同尼
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加快共建“一带
一路”，稳步推进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
互通网络建设，推动两国面向发展与
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中方不会忘
记尼泊尔给予中方的宝贵支持，将一

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尊重尼泊尔人民自主选择
发展道路，支持尼泊尔经济社会发
展。中方愿同尼方密切多边协作和配
合，坚定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

班达里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热
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表
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在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摆脱贫困、外空
探测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
继续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
功。尼中是世代友好的战略伙伴，尼
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
用尼领土进行任何反华活动。尼方感
谢中方为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的
宝贵支持和帮助，高度赞赏中方提出
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愿
同中方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尼成功
国事访问取得的重要成果，推动尼中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助力两国实现共
同发展和持久繁荣。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
班达里通电话

焦桐常青焦桐常青 精精神永存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红色足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人们在“焦桐”
下参观（4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新安县：谱好人才四部曲 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威”
为提高生产人员安全意识，做到党

员身边无违章，营造“按章操作、杜绝违
章”的安全氛围，近日，国网台前县供电
公司深入开展落实“学党史 保安全 党
员身边无违章”行动，深入实施“党建+
安全”工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党
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
一步增强党员安全意识，引领广大员工

“明身份、明职责、明使命、明党史”，做
到了党建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

党员带头亮身份、做表率，生产、
营销一线党员坚持佩戴共产党员胸
牌，机关一线党员坚持佩戴党徽，日常
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
实提高党员带头意识；将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施工班前会，在10千伏城7#励
志线南关农排分支 18#杆、10千伏夹
4#夹河线 62#杆等施工现场，施工党
员进行党史故事领学，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融入现场，不断提高施工人员

奉献意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五查
五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狠治三
年行动，党员带头通过现场走访、布控
球现场监控等形式对施工现场逐个开
展安全风险排查，强化施工安全责任
担当，提升现场安全水平，在安全生产
工作中当先锋、做表率，实现人身、设
备无事故，严格落实生产作业现场“十
不干”和“严重违章十五条”，时刻高标
准要求自己，发挥好领头雁作用。

同时，围绕安全生产目标，通过
“四明四保”措施，激励党员在工作中
争排头、做表率，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做到党员自身零违章，充分发
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到党员身边无违
章，努力确保公司各类违章行为有效
降低，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安全生产
质效有力提升，守牢“两个不出事”“四
个百分之百”安全底线，严守安全底
线，紧盯检修作业现场，杜绝违章指挥

和违章作业，对违章行为坚决拒绝并
立即制止纠正，争创“无违章个人、无
违章班组、无违章部门”，以更强的责
任心、更有效的措施确保企业安全目
标的顺利实现。

下一步，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将
继续以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好地服务
企业、更好地服务客户为出发点，以保
证公司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全面提高
广大党员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
意识为目标，以“查责任到位、查措施
落实、查安规执行，防电网安全事故、
防人身伤亡事故、防供电安全事故、防
设备损坏事故、防基建安全事故、防群
体不稳定事件”为工作重点，以优质的
供电服务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截至目前，该公司通过开
展“党员身边无违章”活动，现场纠正
习惯性违章 7件，为公司健康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刘传东）

国网台前县供电公司：学党史 保安全 党员身边无违章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新

安县始终坚持把人才作为立县之本、强
县之基、创新之源，全面落实党管人才
原则，着力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留
才”组合拳，确保为奋力迈进全省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行列提供坚实的
人才支撑。

政策引领 打造人才聚集“强磁场”

制定政策，广纳英才。出台《关于
实施“新安人才计划”加快引进培育创新
创业人才（团队）的意见》，每年设立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启动雏鹰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评选，对于入选的创新
创业团队给予50万元资金奖励。

按图索骥，精准引才。制定引进人
才实施方案，对于引进的博士和硕士研
究生,在五年服务期内，分别给予人才
补贴 12万元和 9万元，同时给予配偶
就业、子女入学等政策支持。

借势借力，招揽人才。依托郑州新
安商会，挂牌成立郑州商会·新安人才
工作联络站，为新安籍人才返乡创业开
辟绿色通道。借助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发展大会、“春风行动”线上线下招聘等
活动，为企业招揽技术人才。

培源固本 积蓄跨越发展“新动能”

业务培训，提升素质。县财政设立
人才开发专项资金，鼓励各单位组织人
员到先进地区观摩考察；县财政设立培
训中心等方式培训人才。

聚集基层，培育头雁。对符合条件
的村（社区）“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进
行培训，已有 94名村干部参加学历提
升培训。每年推选20名优秀村（居）委
会主任和村（社区）支部书记进行表彰
奖励，每人奖励1万元。

正向激励，增强活力。县委县政府
召开三级干部大会表彰激励优秀人才，

激发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热情。

搭建载体 铸就人才圆梦“大舞台”

设立平台，支持创业。在两个产业
集聚区成立创业服务中心，已入驻企业
63家，成功孵化企业21家。中心现已
成为高科技人才、项目、企业汇聚的专
业孵化基地，

建立站点，服务发展。在各镇挂牌成
立乡土人才服务站，建立乡土人才信息
库，组织开展业务培训、项目推介等活动。

优化环境 构建拴心留才“栖息地”

县财政每年出资45.6万元，租赁40
个标间作为人才公寓，同时，实施“暖心
工程”，全面启动人才公寓项目建设。

畅通人才成长通道，积极举荐优秀
人才。比如，在脱贫攻坚中表现突出的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已有 16人获提拔
使用。 （新安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