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42022年5月 13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赵大明 李茜茜 美编 周鸿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月 12日同斯洛文尼亚
共和国总统帕霍尔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30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斯 建 交 30 年
来，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
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人文交流日益
活跃，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利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
人 民 守 望 相 助 ，彰 显 中 斯 深 厚 情
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斯关
系发展，愿同帕霍尔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 30周年为新起点，把握
好共建“一带一路”历史性机遇，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为中
斯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帕霍尔衷心祝贺中国在诸多领
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他表示，斯中关
系源远流长，建交 30年来，双边关系
快速发展，经贸合作富有成效，领域
不断拓展，冰雪运动成为合作新亮
点。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积
极支持加强欧中关系，致力于将合作
成果惠及双方和国际社会。

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报记者 周晓荷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5月 12
日，迎着朝阳，郑州市金融学校“尖兵
连”学生开始了新一天的封闭式训练，
他们身着迷彩服，一令一动、一招一
式，颇有军人姿态。

郑州市金融学校是教育部国防特
色教育学校。“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尤其是对叛逆期的孩
子更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曾怀揣军
营梦的校长付强说，他们探索把军人
的好作风、好思想、好传统融入校园，
用军人价值观引领学生成才，将部队
管理用于学校管理，以适合中职学校
的精准国防教育带动整体提升。

“新生军训占了六个学分，语数外
三门主课一个学期才三分。”2020级物

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班主任王潇宇介
绍，除了每月两次的国防课，国防教育
还融入日常教学。除了面向全体的国
防教育外，学校还组建了尖兵连、国旗
班，选拔优秀的、有意从军的孩子，开
展每周三次军事化训练。

国防教育的落地，让校风更正、学
风更浓。在校园举行的学生书画作品
展中，国旗、军人等是突出元素。艺术
系老师谢雯感慨：“刚入校时，他们的
画风受‘二次元’的影响较多，现在传
统的元素、主流价值观的元素多了起
来，国防教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尖
兵连连长、经贸 2020 级学生张勇说：

“之前是个‘挂科生’，现在对自己非常
有信心，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将
来去当兵。”

郑州市金融学校深入实施“军事

化管理、全过程军训、渗透式教学”的
办学思路，树立了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落实全民国防教育的样板。

据悉，我省目前正在探索构建的
从幼儿园到高校贯穿全程、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的“全链路”国防教育体系，
以精准的形式、精到的内容、精确的目
标，推动国防教育从“漫灌”说教向“滴
灌”浸润转变。

今年年初，省军区幼儿园挂牌我
省首家“幼儿军校示范校”。针对娃娃
特点，幼儿园设置了军武课程、根据地
课程、兵工厂课程，还将红二十五军出
发地、红军洞等红色地标“搬”到园里，
这里的孩子最爱“小长征跑酷”“爬雪
山”“过草地”等军事游戏。他们种下
种子、喂食家禽，品尝“红米饭”“南瓜
汤”，还用废旧材料制成两军对垒的沙

盘、长征棋、小兵牌……
我省高校也在不断擦亮国防特

色。郑州大学组建国旗仪仗队在全国
打出品牌，河南科技大学积极探索实
践精准征兵视域下普通高校军地协同
育人模式……在 2021 年度军地国防
教育模范高校考评工作中，全省达标
109所，优秀率达72.3%。

在省军区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组织的国防教育“百校宣讲”活动
专题讲座中，70万人同上一堂爱国主
义思政大课，网上线下齐唱中原大地

“英雄赞歌”，一个个中原英魂舍身报
国的动人故事，令莘莘学子热血沸
腾。入脑入心更入行，大家将对英雄
的尊崇转化为动力，一批批青年选择

“入军营，炼青春”，用实际行动为国防
事业贡献力量。③7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李老师您好，我是滑县万古镇的
罗雨民，小麦‘一喷三防’的药已经打过
一遍，第二次打中间需要间隔几天？”5
月 10日一大早，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
栽培研究室主任李向东的手机微信就
响个不停。

进入5月份，全省小麦普遍进入灌
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往年这
个时候，李向东都在全省各地跑。可今
年，新一轮疫情来袭，李向东只能远程
指导，但工作量一点也没减。

“大部分都是问该不该浇水，小麦
生长最后一个月该咋管理。老乡们说

话很直接，上来就问，很多
人我都不认识。”翻看

李向东的手机

通话记录，仅5月 10日一天，就有十几
个电话打进来，有滑县的、遂平的、项城
的、郸城的，李向东简单用地名做了标
记。

除了“被动”解答老乡们的问题，李
向东还主动联系一些种粮大户了解情
况。

淇县润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孙梅臣流转了 1000 多亩地种小
麦，去年受持续降雨影响，小麦播种晚，
部分麦田返青期分蘖不多。晚播小麦
现在长势咋样？李向东十分挂念。

“土壤旱不旱？今年打了几遍药？
有没有出现叶锈病、白粉病和穗蚜等病
害？”详细了解情况后，李向东作出判
断，孙梅臣的麦田底墒足，蓄水保墒效
果好，病害不严重，小麦长势虽比不上
往年，但比预想的要好。

李向东叮嘱孙梅臣，现在小麦亩穗
数和穗粒数已成定局，接下来要结合

“一喷三防”重点防干热风，保千粒重。
和李向东一样，人称“郭小麦”的农

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这几天也忙得很。

5月5日参加省里的小麦长势座谈
会，5月6日参加全省小麦“一喷三防”暨
抗旱工作视频会，5月7日参加小麦品种
项目论证会……每天他都是趁着午休和
晚上的时间回复老乡们的电话和微信。

郭天财的手机通讯录里，基层农技
人员和种粮大户占了一多半。小麦灌
浆期是需水高峰期，进入 4月份以来，
我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高降水少，尤其是
豫东、豫中地区麦田缺水严重。郭天财
主动联系周口、驻马店等地农业农村部

门，建议他们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及时组织抗旱服务
队，帮助指导农民科学浇好小麦灌浆
水。

省外的农民朋友有时也会慕名打
来电话咨询。“前两天山东的一个种粮
大户反映他们的麦田里有部分麦穗出
现了空籽粒，还发来了图片和视频。”郭
天财马上意识到这是由于前期干旱、低
温出现了冻害，导致小麦结实率不高。
他建议加强麦田后期管理，提高千粒
重，尽量提高产量。

科学种田，事半功倍。疫情防控期
间，全省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1.3万名
基层农技人员心系小麦生产一线，通过
视频连线、微信、直播等多种线上方式
开展技术指导，为小麦丰产丰
收保驾护航。③6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提起钧瓷，大多数人眼前都会浮现出如神来之笔的
窑变釉色，或似团团飞霞铺入潋滟秋水，或似雨后初晴云
破处一抹天青，或是紫红蓝白交相融汇流光溢彩。

一抔平凡无奇的黄泥，如何在烈火中升华成精美的
艺术品？5月 10日，禹州市神垕镇孔家钧窑有限公司总
设计师、第五届“中原大工匠”孔春生向记者讲述了窑变
的“秘密”和他与钧瓷的不解之缘。

孔春生出生于钧瓷世家，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业，与兄
长一起潜心于钧瓷的传承和发展。老话说“十窑九不
成”，钧瓷最具魅力的出窑万彩，在过去很长时期都只能
靠运气获得。想要寻找窑变的临界点、提高烧制成功率，
就必须摸清窑炉的升温曲线。然而，想要控制这千变万
化的一炉窑火，谈何容易。

“看着工人们没日没夜烧出一窑一窑废品再敲碎扔
掉，满地的瓷片就像扎在我们心上。”孔春生说，经过 40
炉破坏性试验，孔家钧窑将所有极小概率或者偶然出现
的纹路与色彩都总结成烧制工艺，模拟出升温曲线，将

“听天由命”变成“科学数据”。在提高成品率的同时，为
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减少环境污染，孔春生带领员工
多次南下学习，研发出液化气窑炉，为钧瓷产业发展揭开
了新的历史篇章，并将液化气窑炉设计制作和烧成方法
无偿向同行推广。

一块普通的黄泥，从原料加工、泥胎成形、素烧施釉
到高温烧制、成品出窑，要经历五大环节七十二道工序。

每一款新产品的设计，孔春生都会和研发团队一起反复打磨修改，不放过任何
细节。动物像、人物像、镂空、悬雕……对钧瓷的热爱让孔春生推陈出新的脚
步一刻也不停歇。几十年如一日，他守在一炉窑火边静心钻研，不断优化钧瓷
釉料的配方，研制出星辰釉、山水红、凤尾彩、皇鸽灰等多个钧瓷新品种，并从
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精华，拓展钧瓷艺术的表现空间。

如今，钧瓷已成为河南乃至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国宝级”文化名片。孔
春生的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他主持创作的钧瓷《四海升平》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精粹的代表被联合国总部收藏，孔家钧窑还连续十六届为中国—东盟
博览会制作国礼。

在孔春生看来，工匠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理想，而是每位手艺人应该坚守
的职业底线。“对钧瓷文化最好的继承就是与时代结合，在创新中不断追求极致
美，我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孔春生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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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
就中斯建交 30 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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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该咋管 专家“云”指导

“精准滴灌”让国防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5月9日，商水县平店乡程岗村合作社种粮大户在田间进行“一喷三防”。近期，该县农业农村局派出技术员为种粮户进行技术指导，力保夏粮丰收。⑨4 赵永昌 摄

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
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5 月 12 日是全国
防灾减灾日，焦作市解
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
传进校园活动，普及人
员急救、火灾逃生和灭
火等救援知识，提高学
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⑨4 李良贵 摄

安
全
宣
传进
校
园

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朔黄铁路运输处党委下设总部、机
务、车务 3个党支部，现有党员 40人，
预备党员 8人，发展对象 4人，入党积
极分子9人。三年来，三个党支部在朔
黄铁路运输处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
国能集团朔黄铁路公司、国能集团朔黄
铁路公司机辆分公司、国能集团朔黄铁
路公司肃宁分公司党建联合共建各项
活动，融入中心，服务生产，激发带动广
大党员干部在“创先争优”“青年文明示
范岗”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疫情防控，党员先行。在三年的防
疫、抗疫过程中，朔黄铁路运输处党委号
召全体党员要做“组织最需要的时候能
够站出来，关键时刻冲上去”的模范代
表。这期间，机务党支部牵头成立“党员
突击小组”，通过钉钉软件进行网络直播
授课。三个党支部党员自发带头对办公
及生活区域进行消杀。同时，总部党支
部还组织开展了线上心理咨询活动。

精准帮教，提升操纵水平。机务党

支部带领指导司机及管理人员利用平
稳操纵系统地面分析软件对神池南至
黄骅港间监控文件进行跟踪、分析、评
价、评判两万吨主控乘务员业务技能和
操纵水平，查找存在问题，及时制定针
对性举措，实现“一对一”精准帮教，全
面提升两万吨乘务员平稳操纵水平。

联合共建，提升“软实力”。2021
年 5月，机务运用专业各联建党支部结
合当时复工复产和大轮乘推进工作实
际，开展了“先锋杯”劳动竞赛活动。机
务电力运管中心联合机务联运管理中
心组织了跨单位跨机型大轮乘培训。
朔黄铁路运输处机务党支部选出两名
业务优秀管理人员在该单位 916机车
上对机务电运和联运单位所有乘务员
进行差异化培训56次。

开展主题活动，提技能促成效。朔

黄铁路运输处党委坚持将基层党建工
作与安全运输工作相统一、相融入，坚
持“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的核心思路，
围绕凝心聚力，创建“学习型、创新型、
服务型”党组织的总体目标。在机务运
用专业党建联合共建防寒知识竞赛活
动中，朔黄铁路运输处组织全体乘务员
参加网络答题活动，共计答题 103人
次；在开展“学党史、强共建、岗位练兵
促发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中，机务党
支部三名选手分别取得直流司机组第
一名、交流副司机组第一名、交流司机
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2021年 9月，朔黄铁路运输处代
管的朔黄铁路河间车站进行 207#桥
换梁施工作业，车务党支部迅速成立
党员突击队，开展“凝心聚力保安全
砥砺奋进新时代——党旗飘扬在换梁

一线”主题党日活动，确保换梁施工在
节点内完成。

标准化作业，提升安全系数。朔黄
铁路运输处内燃机车队通过“对标、用
标、学标、达标”全面提升调车作业标准
化水平；运输处对内燃机车队铁路行车
安全设备中的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优化
升级，加装实时监控系统，通过科技设
备力保铁路运输安全。2021年，朔黄
铁路运输处取得五项国家科研专利，为

“能源保供”奠定了有力保障。
朔黄铁路运输处党委坚信“人心就

是力量”，积极践行“暖人心”活动。在
积极参加党建联合共建活动的同时，朔
黄铁路运输处领导班子不定期深入基
层队、站，召开职工恳谈会，进行一对一
谈话，倾听职工心声，解决职工诉求。
成立“后勤服务队”，紧抓后勤管理，努

力改善职工生活环境，2021年在“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累计为员工
解决问题23件。

2021年以来，朔黄铁路运输处党
委相继组织开展学党史、讲党课、观看
红色影片、党史知识答题等多种形式的
活动，提升了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员工
的政治思想认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2 年内
燃机车队、内外勤工队钢轨打磨车作
业组被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评为“先进集体”；朔黄铁路运输处
车务系统连续五年获国能朔黄铁路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肃宁分公司年度“五
型企业考核”第一名；2021 年朔黄铁
路运输处团委获肃宁县“五四红旗团
委”称号；电力机车队团支部获 2020
年沧州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黄
骅港调车队获集团公司2021年度“劳
动竞赛优秀班组”称号；朔黄铁路运输
处2020年获肃宁县“扶残助残先进单
位”。 （韩丽娜 李勇）

党建联合共建结硕果
尊敬的电力客户：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密市供
电公司正在组织清理销户客户预存
电费，现因部分客户联系方式变更
无法联系办理退费，特此进行公告。

需办理退费的客户，请在公告
之日（2022 年 5 月 12 日）起 60 天
内，携带退费资料前往就近供电营
业厅办理。

如有疑问，请前往我公司所辖
营业厅或联系客户经理咨询，也可
拨 打 公 司 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69969999。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
公司的支持，我们
竭诚为您服务。

明细信息请
扫描右方二维码。

公 告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密市供电公司
2022年5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