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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本报讯（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小娟）10月20日，记者
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我省仰韶文化考古取得多项重
大考古发现：灵宝城烟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带回廊建筑、最
早的墙壕并存防御体系；灵宝北阳平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炭
化建筑木构件，可能使用了原始的榫卯结构技术……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我省考古工作者在
“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等项目框架下，对灵宝城烟、
北阳平，以及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槐树、南阳黄山等
重要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新发现。

城烟遗址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周围带有回
廊，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
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这种组合为同时期遗址中
首次发现，应为最早的墙壕并存的防御体系，可能为早期
城址的雏形，对城市起源、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灵宝北阳平遗址是铸鼎塬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
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在遗址北部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大型
房址3座。

其中 F2保存较好，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
弧角方形。该房址内保存大量种类丰富的炭化木构件，
有的类似榫卯结构，为仰韶文化建筑遗存所独有，对于史
前房屋建筑屋架结构的复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在渑池仰韶村
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宜阳苏羊遗址等也都不断有重要
发现。近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豫晋陕交界地带仰
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化明显呈现，双槐树等遗址的发现
则表明仰韶文化中晚期已初步进入文明社会。③6

□本报记者 金京艺

10月 20日上午，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文联在郑州
举行“快乐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行动第三
期志愿者岗前培训班暨派遣仪式。

当天，共有来自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师范
大学、郑州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周口师范学院、安阳
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信阳师范学院 9所高校的 113
名大学生文艺志愿者参加了岗前培训班暨派遣仪式，他
们将分别前往博爱县、武陟县、濮阳县、灵宝市、渑池县、
方城县、柘城县、淮滨县、商城县等19个县（市）的乡村学
校少年宫，开展为期3个月的文艺支教工作。

近年来，在中央文明办、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省文
明办在全省乡村学校建设了 2500多所少年宫。为了加
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富农村孩子文化生活，
融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文联共同实施“快乐成
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行动，帮助乡村学
校少年宫开设完善音乐、美术、书法、体育等课程。

2020年9月活动启动以来，已分三期派遣了300多名大
学生文艺志愿者，奔赴全省4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县（市）的160余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开展文艺支教工作。

省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省文联文艺志
愿服务中心主任申慧生表示，将积极吸纳更多热心社会
公益、乐于奉献、富有爱心的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为乡
村学校少年宫提供更多文艺志愿者。这项活动将持续开
展，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学习唱歌、跳舞、美术、书法等，
让孩子们在文艺熏陶中快乐成长。

参加此次文艺支教活动的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将用
实际行动践行志愿精神，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志愿服务本领。③6

河南仰韶文化考古
又有重大新发现

点亮乡村孩子“七彩梦”

□吕志雄

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大巴进

出何家冲，品尝石山口鱼、何家冲

豆 腐 ，带 走“ 罗 山 七 彩 ”“ 罗 山 八

珍”，这仿佛是一种象征，红色历史

滋养我们，激励我们以不懈奋斗获

得更大的幸福。

党的百年历史上，无数英雄先

烈英勇奋斗的足迹给山川河流都打

上了红色的烙印。那些让人怀念以

至神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都在

宣示着一种精神：为了人民的幸福，

为了民族的复兴，百折不挠，接续奋

斗。

民 族 危 亡 关 头 ，革 命 受 挫 之

时，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出发开始

长征，北上抗日。古银杏树下，呈

现的是一种怎样的担当！独树镇

上，强敌四合，风雪不止，吴焕先挥

舞大刀带领红军奋勇出击，杀出一

条血路，这是一种怎样的英勇！走

进历史深处，才更能激起我们矢志

奋斗的力量。

在建设现代化河南的新征程上，

也会遇到很多独树镇的风雪，抗洪

水、战疫情，我们已经啃下了不少硬

骨头，但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我们

攻克了不少难关，但还有许多难关要

攻克，还要以坚韧的毅力、顽强的精

神接续奋斗。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

来中推进。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

施“十大战略”，现代化河南必将在我

们奋斗的汗水浇灌下绽放炫目的

花朵，中原儿女也必定在奋斗中

绽放更多灿烂的笑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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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奋斗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
连竹）10月 20日，南阳市与绍兴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签约仪式在烟雨朦胧中的绍兴市举行。

“绍兴和南阳的缘分从2500年前就开始了！”在活动
中，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表示，南阳人范蠡设计建造会稽
城，帮助越王勾践成就春秋霸业，楚汉文化是联结宛越的
历史纽带。当前，两地在文旅、产业、人才等领域有很强
的互补性和共生性，希望今后两地像亲家一样，实现产业
共兴、文旅共强、民生共惠、机制共建。

当日上午，南阳市党政代表团还到浙江卧龙电气控股
集团考察。卧龙电气在收购了改制后的南阳防爆电机公
司后，依托南阳拥有全国最大的防爆电机制造基础，一跃
成为全球特种防爆电机制造业巨头，实现了“强强联手”。

一路走、一路学。南阳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把绍
兴在文旅保护、产业打造、城市提质、乡村振兴等方面的
经验学到手，助力南阳建设新兴区域经济中心、打造省域
副中心城市。③9

南阳绍兴结为友好城市

□本报记者 周晓荷

1934年11月，27岁的吴焕先告别家乡大别
山，率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28岁那年牺牲在了
黄土高原的莽莽山岭间。甘肃泾川县城以西10
公里的宝盒子山下，汭河流淌，松柏青翠，一座当
地人为纪念他设立的纪念馆就矗立在这里。

“吴焕先烈士是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的主要创始人和红二十五军的缔造者，被称为
红二十五军‘军魂’，‘军魂’永驻在我们这方土
地，带来了无尽的精神力量。”10月 20日，电话
那头的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馆长李晓京感慨道。

吴焕先，河南新县人，16 岁参加革命。
1935年 8月 21日，他

率领红二十五军
冒雨急行军，

到达泾川县王村镇四坡村附近，准备南渡汭
河。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担任后卫任务的将士
却遭到千余敌人的猛烈攻击。“吴焕先带人抢占
制高点，从侧翼夹击敌人，扭转了战局。但他却
被冷枪击中，倒在了战场上。”李晓京介绍，战士
们流着眼泪抬着英雄渡过汭河，将他安葬。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当年四坡战斗的临
时指挥部、泾川县王村镇掌曲村的一座二层土
楼挂上了“红军楼”牌子。院内的“红二十五军
革命遗址纪念碑”默默讲述着这段惊心动魄的
历史。

今年，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已经接待省内外
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共计 20余万人次。缅怀
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在泾川县，一条以吴
焕先烈士纪念馆为起点的红色旅游线路，成为
带动该县全域旅游的“红色发动机”。③9

“军魂”永驻黄土高原

□本报记者 刘海涛 王斌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10月 20日，在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小货
郎”陈廷贤之孙、义务讲解员陈晶哼唱起了革
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首歌和卢氏很有渊源。红二十五军长
途跋涉到达兰草村时已是数九寒天，战士们穿
的草鞋又破又烂，有个小战士就从老乡的鸡窝
上拿了一双被遗弃的草鞋，修补后穿在脚上。
军首长知道后，对小战士按军纪进行了从严处
理。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就结合这个事情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改写，在西征北上
途中一路传唱。卢氏作为这首歌曲的修改与

传唱地，见证了红军的纪律严明。”陈晶说。
1934年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一

带，遭到国民党军队四面夹击。危急时刻，红二
十五军决定寻找熟悉地形的山民，另择小路进
入陕南。经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货郎陈廷
贤。陈廷贤曾亲眼看到红军用大洋向百姓买粮
食，在他看来，当兵的从来都是抢夺百姓财物，
而这支部队竟掏钱买粮，这是穷人自己的队
伍。随后他带领红军主力部队攀山崖、越小径、
涉溪水，行走三天三夜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采访结束时，与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紧邻
的卢氏县红色教育基地传来阵阵歌声，没错，还
是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在这片
红色的土地上，任岁月流逝，人们的“红军情结”
却始终浓烈，长征精神薪火相传。③9

在这里感受军民团结一家亲

□本报记者 惠婷 周晓荷

10月 20日，秋雨绵绵，村里那棵古老的银
杏树在雨水冲洗下更显苍劲。罗山县铁铺镇
何家冲，是 87年前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
的长征出发地。随着讲解员李倩的讲述，那段
烽火岁月渐渐在记者眼前铺陈开来。

1934 年 11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高举着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
一路挥师北去，历经10个月艰辛，于1935年 9
月顺利到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
伍，也是唯一一支行程万里人数不减反增的队
伍。”李倩说，这样一支英雄队伍，让何家冲这
个大别山里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在中国革命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片土地上，红色印记打动人心：红军碾、

红军井、红军医院……何氏祠屋檐下，“红二十
五军军部旧址”匾额熠熠生辉，当年，何家冲的
百姓将粮食一斗斗一袋袋送到这里，送给红军。

银杏树旁，是 81岁老人王传晓的家。这
座二层小楼楼上的房子由村集体企业流转、改
造，挂上了“湾居”民宿的牌子，昔日的贫困村
靠红色旅游渐渐过上了好日子。

距离王传晓家不远处，是何家冲学院。这
是全国首座以长征精神为核心的培训学院。

“红色，是融入何家冲骨子里的颜色。”何
家冲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居正说，何家冲发展红
色旅游，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脱贫之
路、振兴之路。③6

长征出发地 点燃新希望

□本报记者 朱殿勇 王斌

10月 19日，在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的红
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纪念碑前，一群参观者正
在聆听“95后”讲解员白万通讲述红二十五军
的故事。

1934年 11月 2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
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进入伏牛山区。在此
处，不足 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突遭国民党军
的猛烈攻击，当时雨雪交加，衣服单薄、手脚冻
僵的红军战士立时陷入被动。危急时刻，军政
委吴焕先手持大刀，身先士卒冲入敌阵，稳住
局势；副军长徐海东率后卫团完成阻击任务后
疾速赶到，扭转危局。第二天黎明，红二十五

军冲出敌人合围，进入伏牛山东麓。
对于这段故事，讲解员白万通讲起来如数

家珍，这源自他的使命感。“当年参加战斗的大
多是娃娃兵，他们不怕牺牲，敢于胜利。成长
在新时代，把他们的故事讲好，也是我的‘长
征’。”白万通说。

在纪念碑前，记者还见到了72岁的义务讲
解员李付均老人，他已经在此讲述红军故事13
年了。针对不同群体，他有不同版本讲稿，有时，
他也会让上大学的孙女看讲稿、提意见。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72岁的
“老李”和 25岁的“小白”，爷儿俩都在以自己
的方式讲述着当年的峥嵘岁月，在参观者心中
播下红色的火种。③6

讲好长征故事 播下红色火种

今年 10月 22日，是长征

胜利85周年纪念日。当年，无

数革命先烈为了让人民过上美

好的生活，抛头颅、洒热血，在

神州大地上谱写了一曲长征的

壮歌。而这场伟大的战略转

移也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深

深的印记。在长征胜利85周

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

实地探访中原沃土上的长征故

事，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

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及

其时代价值。③6

◀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纪念碑。⑨6 受访者供图

□王冰珂 杨洪生

10月 9日早晨 7点左右，宝丰县
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桓河运维班的
王胜利、李科伟、刘青松和郭晓虎，便
驱车来到供电辖区8座 110千伏变电
站和 5座开闭所，对输配电设备进行
巡检。“近段时间以来，我们积极应对
近期雨水多和大风天气给电网带来
的不利影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王胜利说。

连日来，该公司以保电网、保设
备、保供电为主线，积极开展主、配网
线路和站房类供电设备特巡。针对山
区线路、重载配电变压器进行红外测
温及负荷实测，及时掌握配变重、过载
情况，及时掌握配变运行情况，及时发
现线路设备发热隐患，并对发现的隐

患、缺陷及时消除，确保线路设备“零
缺陷”运行；加强线路“三跨”管理，特
别是跨越高铁、电铁、高速公路，以及
向政府、医院、煤矿、高铁、火车站等重
要客户和向水库、泄洪、排涝等防汛重
要部位供电的输配电设施巡视检查，
发现隐患及时妥善处理。同时，开展
电网故障应急演练，提升参演人员密
切配合、协调联动、高效处置的能力，
随时应对电网运行突发事件。

应对恶劣天气的同时，宝丰县供
电公司还同时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各乡镇供电所共产党员服务队
通过大走访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各
企业在供电服务和经营发展等方面
存在的困难，帮助企业研究解决方
案。同时，队员们帮助企业检修专用
线路和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

障了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10月 8日，该公司观音堂林站供

电所焦裕禄党员服务队到腾飞建材厂
开展安全用电巡检，并排查了制砖机
低压配电柜。“这段时间由于生产扩大
规模，电量需求增高，时有机器用电故
障发生，感谢咱供电公司的热情服务
啊!”该公司负责人刘六卡感谢道。

目前，宝丰供电公司在“万人助
万企”活动中共派出13支党员服务队
50余人，分包全县 300余家企业，坚
持“帮企不漏企、逐企见到人”的原
则，力争做到全覆盖。“截至 2021年 9
月份，共受理客户报装 90户、报装容
量 52630千伏安，免费为新装用户安
装智能开关90余只，减轻企业报装用
电成本400.3万元。”宝丰公司营销部
工作人员赵淑晓说。

宝丰县供电公司为群众办实事

应对恶劣天气 减轻企业负担
“医院所有病区是否落实非必要不探视和陪护制

度？”“疫情防控执勤岗是否空岗、缺岗和违反防控工作
现象？”……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封丘县纪委派驻纪检
组监察干部赴封丘县人民医院，开展疫情防控专项监
督检查时重点关注了这些问题。

连日来，纪检组带领医院纪检监察干部对疫情防
控工作再次进行监督检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环节、
重点人员，不打招呼、随机抽取，先后到医院发热门诊
处、急诊科、住院部等进行实地督导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及国庆假期廉洁自律等工作。

封丘县人民医院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院纪
委紧盯责任落实，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完善
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筑牢防控屏障，始终坚持以常态化
监督，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质量。通过督查，进一
步提升全院职工的责任意识、红线意识、规矩意识和大
局意识，为廉洁自律、安全生产和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障。 （高士康）

封丘县人民医院

强化疫情防控监督 压实责任筑牢屏障

近日，封丘县潘店镇纪委对该辖区未按要求推进
疫情防控工作的 3个村启动问责程序，并在全镇通报，
举一反三，以案促改。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镇
纪委采取“三字”措施，拧紧疫情防控这颗“螺丝”。

把“严”字当头。严管就是厚爱，切实把纪律挺在
前面，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告诫党员干部做到“两不越
两坚守”，一是不越红线，坚守底线；二是不越雷池、坚
守防线。

做“警”字文章。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
用身边案例警示身边人，深化以案促改，告诫每名党员
干部学会照镜子、正衣冠，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

以“学”字为重。镇纪委借助党史学习教育和该县
开展的纪律作风大整顿及创新争优活动，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深化思想认识，杜绝违纪问题发生。

目前，通过学习整顿，以案促改，全镇作风有明
显改善，思想认识有大提升，疫苗接种工作稳步推
进。 （王立）

“三字”当头 以案促改

封丘县潘店镇抓好疫情防控不松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