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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场来势凶猛的暴

雨突袭中原大地，新乡市经历了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特大暴雨灾

害，全市147个乡镇受灾。

暴雨如注，大水围城，雨情罕

见，汛情紧急！

“越是险情当前，越能考验共

产党员的责任担当；越是关键时

刻，越需要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面

对汛情灾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辉县市张村乡裴寨

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带领全村党

员干部闻“汛”而动，迎难而上，众

志成城保卫家园，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李点

裴春亮深入辉县市占城镇抢险救援

裴春亮为受困群众转运生活物资

春江集团向新乡市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

春江集团救援队在卫辉城区转移被困群众

党员突击队涉水转移被困群众

党员突击队奋战救灾一线

““共产党员跟共产党员跟我上我上，，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
——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奋战防汛救灾第一线

群众值得信赖的“主心骨”

天空像撕开了大口子，雨水倾盆如注。
五天了，大雨丝毫没有减弱之势，手机上不停
更新着洪灾预警信息，想着村里群众都需要
他这个“主心骨”去守护，裴春亮坐不住了。

“党员要上前线，救灾就是前线，我是支
部书记我先上，别的党员也必须顶上。”这是
裴春亮对全村党员干部的动员令。在他的
带领下，裴寨村迅速成立了“党员突击队”，
全体党员干部主动迎战，冲锋在第一线、战
斗在最前沿，昼夜值班值守，挨家挨户排查
安全隐患，全天候重点防护裴寨水库，实时
发布防汛信息……在他们的守护下，全村无
一名群众因灾伤亡。裴寨村党员干部用实
际行动为群众挡风遮雨，筑起一道坚不可摧
的“防洪堤”。

“雨水无情，我们不能等，要在第一时间
到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安顿好村里，裴春亮片刻顾不上喘息，立即
带领突击队，携带着救援物资，奔赴距离裴寨60

公里外的辉县市占城镇、峪河镇等重灾村庄。
尽管来之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眼前的

景象还是让裴春亮的心紧紧揪了起来，地况
不熟、水势汹涌，水中还散发着阵阵恶臭。
为了帮大家克服恐惧心理，裴春亮率先跳入
水中，队员们分头行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
救援，60 多名老人、妇女和儿童得到转移。
3万斤西瓜，3370件矿泉水，酸辣粉、小火锅
等 28600 余份自热食品派送到受灾群众手
中。

“‘战斗堡垒’‘先锋模范’不是说出来的，
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越是紧要关头、任务艰
险，越需要我们站得出来、冲得上去。不管水
有多深，路有多难走，环境有多恶劣，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我们的突击队！”裴春亮说。

防汛抗灾救灾的“排头兵”

7 月 22日，新乡市慈善总会收到这次暴
雨洪灾中的第一笔捐款：春江集团党委书记
裴春亮代表企业捐款 500万元，助力防汛抢
险救灾。

“眼看着家乡受灾，我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作为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就应该为党和
人民尽一份力量。”不顾艰险冲锋在前，捐款
捐物、积极投身防汛救灾，裴春亮心里想的念
的全是群众。

此次灾情给春江集团旗下的宝泉景区造
成严重损失：景区内受损点上百处，多处商铺
房屋、游步道、水坝浮桥等设备设施被冲毁，
经济损失预计超过1亿元，灾后自救和重建工
作繁重。裴春亮对妻子说:“虽然企业受到了
损失，但是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比，这不

算啥。如果在灾难面前，我们共产党员不敢
担当，只想着自己的一点利益得失，那就不算
是一个真正的党员。”

50辆物料车满载砂石、水泥运往东孟姜女
河、卫河、共渠、凤泉湖等各险要地段，并确保在
厂备存不低于10车物料，以备突击应急……春
江水泥厂所在的卫辉市是这次暴雨重灾区，为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裴春亮要求全厂停工，
全员出动，抽调党员骨干和退役军人组成防汛
抢险队，先后派出500余人次，24小时守护在东
孟姜女河李兴村段堤坝上，确保了堤坝安全。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做群众的“贴心人”；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总能看到以他为代
表的裴寨人和春江人的身影：党有需要，他们
随时出征，党有号召，他们必定响应。

人民至上的忠实“践行者”

7 月 28日晚，在位于新乡市牧野大道上

世青小学南校区的救灾物资接收点，春江集

团副总裁裴将带领 32名突击队员和志愿者，

将 2000床棉被、5台发电机、100套水泵及配

件等救灾物资搬卸到位。当天上午，突击队

刚结束在卫辉城区连续4天的救灾工作，就立

即返回新乡开展志愿活动。

截至 7月 29日，春江集团累计捐赠运送

砂石物料 13600多吨、水泥 230吨、满装沙袋

10000余袋，捐献编织袋36万条；营救转移被

困群众 3400余人，接收安置受灾群众、员工

及员工亲属1200余人。

暴雨停歇，雨过天晴。裴春亮却没有停

下奔波的脚步，前方打胜仗，后方保供应，在

他的部署下，春江集团的防汛抢险队“变身”

党员义工服务队，与灾区群众一起投入到抢

运受灾物资、消杀等灾后重建工作。“只要安

置点里还有一名受灾群众，我们这支党员服

务队就不撤退。”裴春亮还组织了“裴寨村义

务理发小分队”,前往新乡市多个受灾群众安

置点，为10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理发服务。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早已深深刻在裴

春亮心中：共产党员就是要和人民群众一起，

关键时刻要站出来、生死关头要豁出去，让人

民群众时刻感受到贴心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
小娟）8 月 8日，记者从郑州大学历史
学院获悉，郑州大学考古团队近日在
国际考古刊物《古物》上发布了一项
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经过精确的碳
14 测年，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是
目前发现的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铸
币作坊。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
国家之一，但何时开始铸造制式化金
属货币一直未有确切的说法。

考古团队的赵昊副教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吕底亚和印度
可能是金属货币这一革命性金融工
具的发源地。目前考古学界所广泛
认可的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发现
于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吕底亚王国的
琥珀金币。这一考古发现大体确认
了琥珀金币出现于公元前 630 年至
公元前 600 年之间。不过，以弗所古
城目前尚未找到任何货币制造作坊
遗址。在地中海地区目前经考古工
作确认的最早铸币作坊均不早于公
元前 400年。

官庄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高
村乡官庄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
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在遗址内进行了系统勘探和发掘，发
现了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作坊内
的手工业活动涉及铸铜、制陶、制骨
等多种类型。其中，铸铜作坊的面积
最大。2019 年，官庄遗址两周及汉

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入围 2018 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郑州大学考古团队在官庄铸铜
作坊的田野发掘过程中，辨识出了 4
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
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
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直接表明
官庄铸铜作坊生产制式化金属货币
的遗存是空首布的芯范。共在 9 个
堆积单位中发现了 54 枚芯范，可分
为尚未使用和使用后废弃的两种。

根据对空首布成品的 CT 影像观察，
这些芯范与遗址中所出土的 2 枚空
首布成品銎内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
致，由此确定这些成品布币就是在官
庄遗址生产的。

在此次研究中，郑州大学考古团
队选择遗址中浮选的小米作为测年样
品，并通过选取连续堆积单位样品提
高测年精度。样品经由美国贝塔年代
学实验室测定，确认官庄的铸铜生产
活动大致开始于公元前 814年至公元

前750年之间。在此后的约150年内，
该作坊主要集中生产青铜礼器、兵器、
车马器等产品。官庄作坊的铸币生产
活动发生在公元前 640 年至公元前
550 年之间，作坊在继续进行青铜礼
器、兵器等产品生产的同时，开始出现
了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铸造活动。这一
数据首次提供了有关中国早期铸币遗
址的绝对年代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
为经碳14检测确认的世界上现存最古
老的铸币作坊遗址。③8

河南发现世界现存最早铸币作坊

在官庄铸铜
作坊出土的銎内
嵌留有芯范的空
首布成品，图为
空首布的前后
面、侧面及俯视
角度合成示意
图。 郑州大学
考古团队供图

（上接第一版）二要果断规范实施隔离管
控，坚持应隔尽隔，推进多轮核酸检测，
规范设置“三区两通道”，强化督查整改，
严格落实隔离点工作人员管理规定，全
天候坚守隔离点，确保不出现院感和隔
离点交叉感染。保障群众正常生活和基
础就医，引导封闭区、封控区、防控区居

民自觉落实管控措施，避免引发疫情传
播风险。三要规范开展环境消杀，集中
清除垃圾污水，全面推进卫生整治，在防
控任务重的县市区抓紧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四要加强医疗救治，坚持中西医结
合，加快专家联合攻关，尽快实施针对性
治疗，防止轻症转重症，确保不发生死亡

病例、尽早出现治愈病例，提升社会信
心。五要合理分散安置受灾群众，通过
投亲靠友等方式，对集中安置点群众进
行分散安置，严控安置点人员规模，减少
人员聚集。六要关心一线工作人员，防
止因过度劳累发生意外，特别是要防止
出现感染，尽快研究兑现激励政策。七

要引导干部砥砺细实作风，坚决摒弃麻
痹大意思想，全力以赴投入防疫硬仗，用
辛苦付出换来群众安康。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和各县（市、区）设分会
场。穆为民、江凌、戴柏华、何金平、顾
雪飞、费东斌在主会场出席。③5

（上接第一版）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主任

王庆文说，他们正在研究制定教案，
准备在下学期增设市场营销、商务之
类的选修课和订单班，以满足企业对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人才工作科计划下半年举办
‘安阳高校学子看企业’活动，搭建
企业和高校人才互通桥梁，另外，
企业如果有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意
向，我们可以帮忙协调……”市委
组织部人才工作科副科长程现民
说。

会议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首先
加强宣传，高新区将把工业企业的宣
传片推荐到学校进行滚动播放；其
次，有条件的学校尽快开设订单班，
加强学生劳动教育；再次，企业尽可
能提高福利待遇，以优厚的薪资条件
吸引本地毕业生。

“真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几个部门一起过来，真是‘万人助万
企’啊！”熊正毅感叹。据了解，自“万
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安阳市共
梳理 244家企业反馈的问题 455件，
已初步解决262件。③5

紧紧抓住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
以最严格最坚决措施尽快扑灭疫情

企业一个电话 多方上门帮扶

（上接第一版）
挺身而出，他们是疫情防控的排

头兵——
王奎芬是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建

业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已退休的她
听说要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虽然家中
还有小孙子需要照顾，还是主动报名
参战，精准分析社区无物业楼院多、
常住人口多、流动性大的问题，给同
事们提出了不少可行性建议。

在巩义市永安路街道，有一个
“党员妈妈团”，3位尚在休产假的哺
乳期妈妈，变身抗疫战士坚守岗位，
在用坚强诠释母爱的同时，也践行着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责任和担当。
无私奉献，他们是基层百姓的贴

心人——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在郑州一

些高风险封控区，许多党员志愿者冲
锋在一线，全力做好生活物资“最后
100米”配送服务工作。“积极为小区
居民代送、传递物资，从这些小事做
起，就对得起胸前这枚党徽。”二七区
佛岗社区纪委书记吴攀说。

在驻马店西平县一小区内，身着
“天使白”的党员医护人员、“天空蓝”
的党员网格员、“烈焰红”的党员志愿
者们坚守在防疫一线，汇聚成“五颜
六色”的力量，“只要群众有需求，我
们的服务永不打烊”。

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要战斗
在哪里。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战
场，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就
一定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创新方法 党建引领筑防线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全省
各地如何创新工作方式、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推动疫情防控取得实效？

开封市农村“大喇叭”再次响起。
兰考县堌阳镇制作各类展板发放至
48个行政村，落实“五有一网格”防控
措施，并通过村村响大喇叭、车载流动
喇叭、手持小喇叭等“三个喇叭”齐响，
让村民知疫、防疫、不惧疫。

南阳市全域党建聚合力。市委组
织部迅速下发紧急通知，统筹街道、社
区、驻区单位等基层党组织的下沉党
员，分级组建疫情防控联合党委 65
个、联合党支部（总支）701个、联合党
小组 5944个，在防疫一线形成“党旗
飘飘、党徽闪闪”的工作局面。

许昌市民之家以“网上办、掌上
办、不见面”为主，以现场办为辅，减
少人员聚集。引导群众通过河南省
政务服务网和“i许昌”申报或办理业
务，针对高频一网通办事项，积极推
广落实全程网办；针对群众知晓程度
较低的网上办事项，借助信息公开平
台加强宣传，确保群众咨询全覆盖、
问题全解决。

“努力，为了露出灿烂的微笑”，道
出基层党员干部的乐观；“梦里都在做
核酸”，说出一线战“疫”人员的艰辛；

“你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唱出市民
真挚的感谢……一句句挚诚的话语，
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这就是真实的抗疫战场，这就是中
原大地无坚不摧的战“疫”力量。③7

你们是最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