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0日上午，汝阳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该县刘店镇枣园村豫蔬香种植专业合作

社，向正在该合作社干活的群众和合作社的负责人开展防范非法集资的普法宣传。本报

记者焦莫寒 通讯员康红军张克雷赵栋梁摄

普法宣传防风险

和老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同先进

群体典型代表面对面交流。5月10日，河

南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处党支部、新乡市

委组织部机关党委第四党支部、新乡县、

辉县市相关县乡村党支部五级党组织在

新乡市开展了手拉手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新乡市“远程夜校”首次走出演

播室，探索创新主题党日组织形式。深入

革命老区缅怀红色革命历史，和92岁的

老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走进新乡先

进群体典型代表刘志华所在的京华社区，

和刘志华以及新乡16万党员一起面对面

交流如何“学习身边榜样，建功新时代”，

点燃干事创业激情。

“9月13日，敌人正以大军及铁甲车

掩护修路，但修武至狮子营线明日无论

如何不能修复。9月14日，今晨拂晓，我

补团刚从破坏处撤回，敌数十人进至焚

烧木桥之处，企图救火，复遇我772团游

击之一连，突然向其袭击，敌人又狼狈溃

去......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

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当

天，参加主题党日的全体党员来到了地处

河南山西交界的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实

地参观了陈赓将军指挥部，中共新乡市城

市工作委员会旧址，在八路军129师后方

医院门前，重温了入党誓词。在重走陈赓

大将抗日秘密小道时，大家不时地驻足停

步，观看镌刻在山崖上的《陈赓日记》，陈

赓大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每一

名同志。

现年92岁的老党员原振武，是从革

命老区平甸村走出来的五个老抗日武工

队队员之一。如今，这位15岁就参加革

命的老党员，还执意住在八路军129师后

方医院旧址。参加主题活动的省、市、县、

乡、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在专程看望慰问

他时，还向其赠送了党章、党员徽章。参

加活动的年轻党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向英模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认真

履职尽责，带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为农民争气、为农村争气、为妇女争

气”，在当天晚上新乡市“远程夜校”现场，

五级党组织的党员面对面、零距离聆听了

新乡县小冀镇京华社区党委书记刘志华

生动讲述了京华村的奋斗历程。“我入党

时就一个信念，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让

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个信念啥时候都没动

摇过。”刘志华铿锵有力的话语，印刻在每

一个人的心上。

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处党支部书记

宋海民表示，这种“省、市、县、乡、村”支部

深入革命老区和英模身边共同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有利于筑牢党支部主阵地，增

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以及充实主

题党日组织形式，提高党组织生活感染

力、吸引力的有益探索，其重在激励广大

党员在实地走访中进一步锤炼党性，力争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

献。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杨晓
宇）近日，漯河医专以自办大型访谈节目

“寻访最美‘中国护士’”的形式，再现校

友救人的感人画面，弘扬中国传统医学

文化。

访谈从主持人对2014级校友阮翔

的火车救人事件的回溯开始，当阮翔谈

到自己不顾个人安危，深夜只身送素不

相识的患者回家的细节，主持人和现场

观众为阮翔的善举点赞活动中，该校

1000余名师生还观看了再现校友救人

事迹的电视专题片《生命守护者》。

据了解，“中国护士”是漯河医专校

长赵志军教授首创的护理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旨在立足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把

“精诚厚德，仁爱奉献”的传统医德融入

育人全过程，在培养学生西医护理技能

的同时，突出培养学生中医基本操作技

能和中医护理操作技能，向世界传播中

医护理等中国文化。

5月12日，河南沃丰农业负责人在方城县清河镇种子种植基地，向客户代表介绍小

麦新品种徽研77的优势特点。今年该公司从安徽农大引进了抗病能力强的小麦新品

种。本报记者杜杰 摄

新品种夺高产

本报讯（通讯员王昆明 盛德劭 记

者黄华）“党员干部李春亭帮俺落实产业

扶贫计划，去年套种的4亩小拱棚瓜菜，

挣了1.7万元，让俺脱了贫。今年，他又

指导俺套种瓜菜、中药材，这增收致富奔

小康有眉目了。”5月12日，在平舆县十

字路乡王关庙村，正给西瓜压藤、掰杈子

的贫困户王德喜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是

该乡发挥党员帮扶作用助推产业发展的

一个事例。

为强力推进扶贫产业快速发展，该

乡首先在“全国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李芳

庄种植产业园建立了党支部，在全乡8

个扶贫车间、14个种植带贫企业成立了

党小组。党组织健全扶贫产业充分发挥

了作用，牵线架桥安排贫困劳力、残疾人

优先就业增加收入，牵头组织“种养加”

技术培训，让扶贫与扶志、扶技相结合同

步运作，并协助扶贫园区制定规划扩大

发展。

该乡还将扶贫产业健全党组织发

挥作用的运作状况、动态管理，纳入每季

度党建“逐村观摩整体推进”活动的一项

主要内容，通过检查验收评比、查找问题

不足、表彰先进推广经验，有力助推了全

乡扶贫产业全面快速发展。截至目前，

该乡已有475户贫困户在党组织引领下

实现了产业帮扶增收脱贫。

5月7日，在位于汝州市温泉镇涧山

口水库南岸200余亩樱桃采摘体验园里，

十多名樱桃采摘工正采摘大樱桃，三三两

两的游客穿梭在树间，体验着采摘的乐

趣。女老板崔曦在园里巡视着，不时地提

醒游客不要采摘尚未红透的大樱桃。

在这个园区西，还有1000亩樱桃园，

多名采摘工也在采摘着渐次成熟的大樱桃。

“这两个樱桃园共占地1200多亩，种

植有‘红灯’‘黄蜜’‘早大果’等20个品

种，经过七年的精心管理，今年已进入盛

果期，约可采摘60万公斤以上。”45岁的

崔曦说，她来自洛阳市区，近几年来几乎

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乃至资金都投入到了

这里的樱桃种植中，一直感觉愧对在市某

单位工作的丈夫和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儿。

“女儿很黏人，昨天打电话说想我了，

说着说着哭了起来，让我也忍不住落泪，就

连夜赶回洛阳。今天早上8点，就又从洛阳

赶回到园区。现在正是卖果子时节，七年的

投入和心血就靠这一个月，确实离不开人，

安排采摘、称重、往外发货等等一大摊子事

都需要我铺排。”崔曦说着红了眼睛。

一个都市女性，为什么要舍家别女到

离家近百公里的温泉镇投资大樱桃种植呢？

“我认为投资农业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没来汝州前在洛阳的新安县从事过几

年小杂粮种植。接触到大樱桃这种高档

水果后，欲罢不能，就到周边县市很多地

方考察，最后被涧山口水库的生态环境和

汝州市温泉镇的投资环境和亲商服务所

吸引。”崔曦说。

2012年，崔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大樱桃课题组合作，在温泉镇涧

山口水库南的西唐、东唐两个村流转土

地，注册成立了河南硕果生态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从事大樱桃种植。几年来，

崔曦带领当地打工群众，浇水、剪枝、压

枝、施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此片土地上，

每年在家中的时间不足两个月，脸晒黑

了，人累瘦了，累计投入1700多万元，建

成了大樱桃种植园。

2018年，经过六年的精心管理，樱桃

园进入盛果期。5月初果子成熟季节，看

着满树晶莹剔透鲜红的大樱桃，崔曦想着

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憧憬着有个好

的收益，岂料刚刚开园采摘，时续时断的

连阴雨下了半个月，一大半樱桃或坏烂在

树上、地上，或烂掉在库房里。

“这可能是上天给我的磨难。所有身

家都在里边，我不能气馁，也容不得气馁，

只能迎难而上。”崔曦说。

上天也同样眷顾那些有准备、不服输

的人。今年，她樱桃园里的樱桃结得又大

又稠，前几天的低温，也延缓了樱桃的成

熟期，使可采摘的时间更长。同时，她早

早地建设了保鲜库，同顺丰快递签订了直

销快递协议，使采摘下来的樱桃及早送往

全国各地的超市和购买者手中。

樱桃种植园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除

平时有一二十人在园区务工外，采摘季节用

工可达200人以上，手脚利索的一天可采摘

200公斤以上，日收入可达200元以上，纵

是手脚不太利索的老人，日均也可挣百元。

“妈，该吃药了，茶俺都晾过了，不

热，来，张嘴……”近日，在西峡县丁河镇

东岗村四组的欧阳玲家，欧阳玲正耐心

地给婆婆喂水。

1996年，欧阳玲的婆婆偶遇车祸伤

及大脑，引发癫痫和脑萎缩，从那时起，

她就失去了记忆，并且不能说话。

欧阳玲和丈夫结婚后，丈夫常年开

车跑运输，一年四季不着家，照料婆婆的

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婆婆不能

行走，她就背着外出晒太阳、去邻居家串

门、开三轮车拉她走亲戚到医院诊疗，一

日三餐全部由她做好端到床前，大小便

不能自理，每隔一段时辰，欧阳玲就扶持

她在轮椅上解决，且定期为婆婆剪指甲、

洗头、洗澡。

“我到这个家30年，只过了7年安生

光景，23年都在照料她，因为她是我儿子

的奶奶，现在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奶奶了，

虽说是婆婆，但在我心中，她就是俺亲

妈。”欧阳玲满脸欣慰。

这些年来，除了照料婆婆外，欧阳玲

每年还种植近万袋袋料香菇，把家操持

得红红火火，经济上的丰盈，也较好地保

障了婆婆的吃药开支和日常的饭菜调

剂，对此，村内外赞誉不断。“这20多年

来，多亏了欧阳玲照料，闺女照料自己的

亲妈也不过如此。”邻居黄金贵说。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封德王玉贵

本报讯（通讯员刘力娜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满足本地民营企业用工和高校毕业生及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求职就业的需

要。潢川县2019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于

5月10日在弋阳广场成功举办。

此次活动以“就业政策惠民企，就业

服务促发展”为主题，招聘对象以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群体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转岗下岗职工为重点，同时面向各

类求职者。

招聘会共组织43家全县知名企业参

加，提供岗位涉及生产加工、制造业、房地

产等多个行业。现场共有1500多名求职

者参加招聘，129名求职者与用工单位达

成意向性协议。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瑜）5

月10日，中共安阳市委党校（汤阴韩庄）现

场教学点、汤阴县岳飞精忠报国培训中心

揭牌仪式在韩庄镇部落村举行，并在此进

行了韩庄镇党员干部2019年第一期培训。

据了解，该中心集教育培训、餐饮住

宿于一体，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可同

时容纳436人培训，配套多功能培训大

厅、会议室、图书阅览室、党建主题公园等

相关设施。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黄守胜
史乃鹏）“低保补助本救贫，岂能私用来

孝亲。优亲厚友责难逃，严惩违纪正人心

……”5月13日，范县纪检监察干部在杨

集乡南李桥村以“打油诗”形式，向芍药园

内贫困户宣讲扶贫领域典型案例，让党纪

法规宣传“接地气”“冒热气”。

为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行动，范县纪委监委精心筛选

10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针对案例特点

创作“打油诗”及廉政漫画，并搭配案情简

述和条文解读，形成通俗易懂的廉政故事

“套餐”，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讲，让

百姓愿意听、愿意看，真正让看似“高冷”

的党纪法规入脑入心。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沈成）

“原来我们村里这块乱七八糟，一见心里

都愁烦。现在经过打违治乱，把不规范的

都升级改造了，打扫得干干净净，有花草，

有亭子，一见心情都非常好。”近日，灵宝

市焦村镇乡观村村民屈爱朋在巷口说。

今年1月以来，灵宝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开展“打违治乱”专项整治行动，将其作

为2019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场硬

仗。该市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总目标，

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着力点，将“打违治

乱”专项行动上升到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

依法治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高度，全力

补齐城乡建设短板、提升城市品质。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灵宝

市大力推进农村户用厕所再造工作，将

原来的破旧旱厕进行了集中拆除，并免

费向乡镇分发三格式化粪池。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13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做

好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对我省2019年普通高招的各项工

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安排。与去年相

比，今年的普通高招政策有新的变化。

增加艺术类专业录取批次。今年，根

据高校招生和我省工作实际，增加推进艺

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改革的有关内容。优

化艺术类省统考考试内容，规范艺术类考

试类别，增加艺术本科提前批录取批次，

艺术类本科志愿调整为三个批次，即：艺

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A段、艺术本科B

段。独立设置的31所本科艺术院校和经

教育部批准不做分省计划招生的15所高

校，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艺术类本科

专业参加艺术本科提前批录取。

优化调整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为了

方便考生，我省优化调整高考志愿填报

时间，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共分三次进

行：其中，6月25日至28日，填报军队招

飞、本科提前批（公安、司法专科随该

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本科提

前批、艺术本科批A段、艺术本科批B

段，专升本，对口招生本、专科志愿；6月

30日至7月4日，填报特殊类型招生志

愿，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

科二批志愿。7月6日至10日，填报专

科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进一步严肃招生工作纪律。今年我

省将进一步严肃招生工作纪律。要求各

地各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严

格遵守教育部“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

令和“八项基本要求”等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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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女老板崔曦汝州创业

七年投入1700万元 建成千亩樱桃园

学习身边榜样 建功新时代
“省市县乡村”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我省高招政策出现新变化

灵宝市“打违治乱”改善人居环境

潢川县举办民营企业
招聘周活动

漯河医专

举办寻访最美“中国护士”活动

范县用“打油诗”
宣传党纪法规

平舆县十字路乡

扶贫产业助发展

出一片新天地出一片新天地
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系列报道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系列报道

创创
1717

5月13日，民权县野岗镇林业管护人员在连霍高速绿化廊道上给新植的旱柳进行浇水、抹芽等管护作业。今春以来，该县加快推

动国土绿化提速、提质、增效，全县已完成各类造林4.65万亩，生态景观效果得到了巩固提升，进一步筑牢了生态保护屏障，“绿洲”大地

更加绿意盎然。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张增峰 摄

西峡县东岗村欧阳玲

“婆婆就是俺的亲妈”

汤阴县岳飞精忠报国
培训中心揭牌

□本报记者马丙宇实习生任婧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吴改红刘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