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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在基层

河南水投集团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12月 15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省委宣讲团走进南阳市卧龙
区。宣讲团成员、河南牧业经济学
院院长罗士喜为卧龙区广大党员
干部作专题宣讲报告。

罗士喜从深刻认识党的百年
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
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
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

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贯
彻落实全会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等五个方面，
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
了深刻阐释。

卧龙区党员干部备受鼓舞，纷
纷表示，宣讲生动精彩，听后深受
启发。

卧龙区委书记吕志刚说：“全
区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激发出
来的精气神，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在南阳建设副中心
城市中出彩出新。”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
12月 14日上午，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
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张深溪教授在
济源示范区轵城镇西轵城村党群
服务中心，为该镇政府机关、教育
系统以及各行政村的基层党员干
部作专题辅导报告。

张深溪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中国
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比较研究》为
题，运用比较的方法，从三个“历史

决议”制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基
本构建和主要内容、重大意义和时
代价值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了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基层党员
干部作了一场高质量的辅导报
告。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对于准确
把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全会要
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宣讲结束后，张深溪深入西轵
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调研，并与
群众互动交流。当天下午，张深溪
在济源高级中学作了宣讲，并和师
生进行了现场交流。 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 月 14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省委宣讲团集中宣讲活动走
进河南水投集团，省委宣讲团成
员、河南水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森为河南水投集团、河南省盐
业集团、河南省建设集团近 400名
党员干部职工作宣讲报告。

王森从深刻把握召开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作出新的历史决议

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党的百年奋
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
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把握
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
经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
入解读。

“我们要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中汲取深潜基层的力量，汲
取躬身实干的力量，汲取接续奋斗
的力量，牢记初心使命，不断砥砺
前行。”聆听报告后，河南省盐业集
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李洋说。③9

省委宣讲团走进济源、南阳
卧龙区、河南水投集团

济 源

南阳卧龙区

本报北京讯（河南报业全媒体特派
记者 万川明 王曦辉） 12 月 15 日傍
晚，参加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
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
颁奖会的代表在返回驻地途中，就第一
时间分享了他们与会的感受。

“作为来自最基层的媒体人，今天
能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总书记，特别温
暖，特别振奋！”参加此次会议的县区融
媒代表，项城市融媒体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田维林说。

我省市级媒体代表，商丘广播电视
台党组书记、台长杜娟说：“这不仅是我
本人的荣耀，更是商丘广播电视台全体
员工的集体荣誉！我们一定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会议精神，牢记总书记亲切关
怀和殷切期望，秉持新闻志向，练就过
硬本领，传播党的声音，为人民放歌！”

今年，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中
国节日》系列破圈传播，电视专题《雄
关》获得了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
奖。会议代表，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
记、台长王仁海表示：“总书记对新闻工
作者代表的亲切慰问让我们倍感振奋，
备受鼓舞，倍增信心，下一步，怎样把总
书记关心指导落实到行动上？就河南
广播电视台来说，我想，2022年重点是
讲好三个故事。”王仁海说，第一个是讲
好河南牢记领袖嘱托，奋力建设现代化
河南的故事；第二个是讲好中原大地喜
迎二十大谱写新篇章的出彩故事；第三
个是讲好弘扬“黄河文化”和传统华夏
文明的“中国节日”系列故事。并且要
始终坚持以新闻立台、以文化兴台，坚
持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理念，坚
持守正创新，不断开拓新闻宣传工作新

局面。
同样在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斩

获一等奖的大河网，以河南“党网”代表
的身份受邀参加了此次颁奖报告会。
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孟
磊说，互联网媒体没有新旧之分，总书
记有关“四全媒体”的论述是站在时代
高度、科技前沿的精辟概括，也是对媒
体融合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提醒我
们要敢于打破藩篱，跳出固有思维，善
于运用社会资源去打造精品。大河网
联合河南博物院打造的专栏《中原藏
珍》今年能获得一等奖，正是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树立互联
网思维、坚持开门办网的结果。“媒体只
有把自己深度融入社会，坚持创新思
维、开放思维，嫁接更多优秀社会资源，
才能创作出更多群众喜爱、刷屏热播的

作品。”
坚定不移跟党走，旗帜鲜明讲政

治。会议代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说：“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大家
都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心情十分激动，
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刘雅鸣表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作为全省新闻战线的
排头兵，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总书记对
新闻工作者的关心关爱化为强大动力，
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群众观念，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新闻报道，做新时代新征程的参与者、
记录者、建设者。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要锤炼过硬素质，进一步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敢担当崇实干善创新，为
现代化河南建设鼓与呼，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9

牢记嘱托 守正创新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胡春娜

12 月 14 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在我省文艺工作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再次吹响了全国文艺界以文化自信为底气，
用时代精品力作攀登文艺高峰的进军号角。

“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文艺工作者无
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
力，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推进
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后，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省作协主席邵
丽深有感触地说。

邵丽结合自身创作谈体会，她说，早期她的作
品表达个人情绪和个人感触多一些，直到下基层挂
职，真正接触到基层群众、基层生活，对她的触动特
别大，所以才有了“挂职系列”写作风格的根本变
化。她表示，省文联将带领河南文艺工作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农村社区、革命老区和生
产建设一线采风，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
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以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反哺
社会、奉献人民。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
剧协主席李树建在会议现场一边聆听总书记讲话，
一边写下了数页笔记。他激动地说，创作要靠心
血、表演要靠实力、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
名声要靠德艺，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文艺服务人民、歌颂人民的意义。

过去五年来，河南戏曲人坚持与时代同步，创
作了《焦裕禄》《苏武牧羊》《重渡沟》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作品，不断向社会传递真善美正能量。李树建
说，但是目前河南戏曲亟须解决观看演出的老年观
众多、年轻观众少，到农村的演出多、在城市的演出
少，城市演出送票的多、买票的少的问题。针对这

“三多三少”问题，他认为，基层剧团要留住农村观
众，省直院团要从农村包围城市，培养年轻观众。
同时还要加大力度搞“驻场演出”和“景区驻场演
出”，大力培养年轻观众，让戏曲市场繁荣起来。

“深受鼓舞，倍感亲切。”第三次参加全国文
代会的河南省美协主席刘杰说，省美协将带领全
省美术工作者自觉承担起培根铸魂的时代使命，
坚持走精品创作之路，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原风
格、中原气派的精品力作。同时，坚定推进“走出
去”工程，持续开展“中原画风”全国巡展，不断提
升河南美术影响力。此外，积极承接“第五届全
国中国画展”，策划举办“黄河魂——全国中国
画·油画作品展”“天下黄河——沿黄九省区美术
作品邀请展”等系列重要美术展览活动，不断推
动河南美术事业从高原迈向新的高峰。

河南是全国书法资源最多的省份之一，已形成
人才济济、梯次合理、书风正、实力强、创作繁荣的
局面。参加这次文代会，让省书协主席吴行更加坚
定了要自觉承担起书法文艺工作者“带头人”的责
任，他说，要切实发挥书协的桥梁纽带作用，与全省
广大书法工作者一起，努力打造中原书风品牌，创
作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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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敏

老年人去医院，不会在手机平台上
预约挂号、查看检查结果怎么办？对医
嘱听不清楚、和医生沟通有困难怎么
办？这些困扰无数家庭的常见问题有
了解决途径——12月 13日，河南集中
命名 240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探索破
解老年人就医的难点和痛点。

省胸科医院被命名为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当天，78岁的郑州市民陈女士
去省胸科医院拿药。见老人独自前来，
门诊大厅里的导医立即开启了全程陪
诊服务。

“希望以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为
契机，引导更多医院着力改善老年人就
医环境，全面建立符合老年人就医特点
的现代服务体系。”省卫健委老龄健康
处处长王自立表示。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突出抓好
“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工作。随着老
龄化进程加快，“一老”格外受关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
60岁以上老人179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8.1%，65岁以上老人1340万人，占常住
人口的13.5%。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

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仅有32.8%
的城乡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好”，大约三
分之二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存在健康问题，
成为经常和医院打交道的主要人群。

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旨在加快
推进医疗机构适老化就医改造，优化老
年人就医流程，建立健全符合老年人就
医特点的就医绿色通道。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包括文化、
管理、服务和环境四个评价维度。省卫
健委结合河南实际，把这四个维度细化
成67个指标。

文化方面，要求医院在职工手册、
行为守则等规范中有对老年人服务态
度、行为和用语的相关内容，要定期开
展敬老、爱老义诊活动等；管理方面，包

括医院要定期开展老年护理技能培训等
11项要求；服务方面的规定共有16项，
其中不少是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的
服务，比如，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医的
老人开设人工挂号及现金收费窗口等；
环境方面包含 31个指标，比如，医疗机
构内要设置无障碍通道、主通道要有方
便老人上下车的临时停车区等。

经机构自评、市级审核、省级复核，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医院区）等
240家医疗机构被命名为老年友善医疗
机构。其中省直医疗机构 9家，其他入
选医疗机构覆盖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
范区。我省的目标是，“十四五”期间，
80%以上的医疗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③5

河南命名240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67项指标保证老年人“看病自由”

废弃小学变身写生基地
——“点亮黄河非遗”系列报道之三

12 月 12 日，
沁阳市实验小学
操场上，小队员们
正在进行越野轮
滑训练，为参加第
三届“筑梦冰雪·
相约冬奥”全国学
校冰雪运动竞赛
暨冰雪嘉年华积
极备战。⑨6
杨帆 摄

郭亮小学室内通过楼梯改造设计了
一条通向屋顶观景的“天路”。 记者供图

筑
梦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太行最美的一段给了河南，南太
行最美的一段给了郭亮。”《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曾如此评价。辉县市沙窑乡郭
亮村坐落于千仞壁立的山崖之上，上世
纪七十年代，该村村民徒手开凿了绝壁
长廊“挂壁公路”。

如何激活郭亮丰厚的文旅资源？
“为全面升级郭亮文旅商业业态，我们
将郭亮多个空间改造纳入‘黄河非遗点
亮老家河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
创意大赛赛点。”12月 14日，南太行旅
游集团董事长付九忱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废弃多年的郭亮小学改造是“重头
戏”，通过激活文化内核，提升空间品
质，为来自天南地北的写生青年打造了
独具特色的写生之地“天路之家”。

冬日的太行山格外寒冷，但郭亮小
学却在如火如荼地施工中，整体改造初
露芳容。室内，设计了一条通向屋顶观
景的“天路”，逼仄向上的楼梯似乎通往
天上……

现场蹲守的武汉大学团队指导老
师胡晓青望着眼前的“战果”无限感慨，

改造之初，郭亮小学只剩四堵墙壁可以
利用，但团队怀着对郭亮精神的崇敬心
情，希望把它打造成村里夜晚“最闪亮
的星”。当人们走进展厅拾级而上，楼
梯两旁垂挂的石头幕帘太行山图随着
灯光变幻，带领人们穿越回郭亮村人绝
壁开凿“天路”的奋斗岁月。

胡晓青师生团队通过创意设计、融
入剪纸等非遗元素，将郭亮小学升级为
一个写生、展览、住宿、餐饮、休闲等复
合功能的教学营地，既融合了时代潮
流，又很好地保留了本土精神和乡土肌
理。但在他们眼中，这里不仅是一个写
生基地，更是一个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剧
场，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旅行记忆，
是一座告慰郭亮村前辈的丰碑。“这里
是整个村庄的制高点，环看雄奇山水，
俯拾皆是景，有着极大的写生取景视野
优势，相信会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胡晓青自信满满地说。

除了郭亮小学赛点，本次大赛还针
对郭亮村风貌不佳、业态匮乏等问题，
要改造老旧的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民宿
庭院格调，将闲置的木屋改造成书吧、
咖啡屋、特色商店等。值得关注的是，

非遗元素是这些空间改造提升的“精神
内核”，让传统空间搭配起非遗的时尚
设计，可谓相得益彰。郭亮小学、太行本
色民宿将以剪纸元素提升空间文化内
涵，咖啡屋、书吧则用了本土山楂加工技
艺，村口的七棵树观景台则采用了最具
河南特色的花鼓、木版年画等非遗元素。

大赛驻村创意导师郑昌辉是经验丰
富的建筑师，这次大赛他负责督导郭亮
村所有赛点的设计更好地落地。他说，
未来的郭亮村，是非遗主题景点、研学中
心、土特产店、咖啡馆、民宿、书吧等多业
态并存的乡村空间，多业态的融入与空
间的活化，将给游客带来黄河古村独有
的空间体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让人感动的是，所有参赛的大学生
团队在空间改造过程中，都在反复探索
和寻找乡村空间建设、公共服务及乡土
文明之间最有效的协同。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场大赛是新时代青年对古老文化全
新的探索与发现，定会激发青年人对传
统文化深沉的热爱，以创意的力量激活
黄河非遗，挖掘乡土之美，全面赋能乡
村振兴。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