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我最牵挂的还是

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

记这句饱含感情的话语，令人动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郑重

承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

现脱贫。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铆足干劲、精准发力，累

计实现651万人脱贫，53个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9484个贫困村出列。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河南

如何担当作为？小满时节，荷香麦黄。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选派上百名青年编辑

记者，深入全省上百个村庄蹲点调研，身

入乡村、心连群众，践行“四力”要求，感

知这场历史之战背后的波澜壮阔，记录

这段非凡历程凝聚的勇气智慧，探寻这

一伟大工程蕴含的精神“密码”，把发生

在中原大地的点滴变化，汇聚成一曲新

时代雄浑激昂的黄河大合唱。

今天是河南日报创刊 71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重整行装

再出发，推出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百名记者进百村”，

敬请关注。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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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6月 1日出
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补短板问题》。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自改革开放之初

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
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而
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还要好。作
出这个重要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国
际社会普遍赞赏我国发展成就。

文章指出，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
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要聚焦短板弱
项，实施精准攻坚。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

个关系。一是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
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
标，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
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
均主义。二是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
的关系。三是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
的关系。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与否，既
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
实际生活状态和现实获得感。（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在“六一”
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
日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这次全国人民万
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

广大少年儿童也经历了一段特殊时
期，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迎难而上的伟大壮举，而且听从党
和政府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疫斗
争，展现了我国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
风貌。

习近平强调，少年强则国强。当代

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
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
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

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
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创造有利
条件。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要着眼培养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顺
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积极开展
工作，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李点）5 月 31 日，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郑州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生
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
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维宁和
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是在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
胜阶段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
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重大意
义，用心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大会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要立足人大职能依法履职尽责，紧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和开展
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做好《民法典》
和涉港国安立法的宣传、阐释及普法工
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凝聚起共
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电信条例（草
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
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郑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洛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洛阳市市区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新乡市居民住宅区
消防安全管理条例》《濮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驻马店市燃气管理条例》的说
明，关于2020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的介绍。

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我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贯彻实施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省人大有关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
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按照日程安排，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对会
议议题进行逐项审议。会议将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几个
重大问题”为题举行专题讲座。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戴柏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顾雪飞，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列席会议。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董林 胡巨成

光山县大别山腹地有个帅洼村，帅
洼村有个老支书叫胡善信。

支书不老，六十不到。几天前记者
采访，他不仅说话中气十足，还不时蹦出

“共建”“共享”“金扁担”等新词，就像他
脚上穿的那双“潮鞋”，新潮而有品位。

大家叫他老支书，是因为他资历
老，当支书32年没挪窝。

记者问：“当一辈子支书，应该作不
少难吧？”

他说：“开始很作难，后来不咋难，
现在又难了。”

一

42年前，高中毕业的胡善信回到村
里当干部。

村里所有的“官”他都当完了，连妇联
主任也兼了一个月。10年后，终于当上了
最大的“官”——村支书，这年，他27岁。

第一次党员会，面对台下40多张熟面
孔，小胡支书发了蒙，杵在台上3分钟说不
出一句话。老党员曾昭华急了：“你啥也别

说，只要让大伙有饭吃，有路走，过年能吃
上一顿肉，你就成了，就是好支书。”

胡善信啥也没说，弯腰给大家深深
鞠了一躬。

支书有了最初的目标。目标谈不
上宏伟，胡善信却有点“怵”，多少次辗
转反侧，醒来还是一个字：难。

“九架岭，十八坡，坡坡下边有人
家。”全村 2000余口人，散落在 60多个
自然村，人均不到半亩地。“土坯凳，土
坯床，土坯当凳又当床”，胡善信上学时
还讨过饭、吃过糠……

现实太“骨感”啊。
敲钟出工，春种秋收，支书领着大

伙忙活一年却常常入不敷出，一个壮劳
力一天的工值才几分钱，村里大多数人
家都是“超支户”。

胡善信说，那时候，真难。
2005年开始，省里免除农业税，支

书不咋难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剩下
老人和孩子。村里冷冷清清，村部也冷
冷清清。

但胡善信没闲着。他照样带领大家
改冲治水、开山造林、架桥修路，饭有了，

肉有了，抬脚还有水泥路，帅洼村的“底
子”比邻村厚多了，到 2015年脱贫攻坚
战打响时，帅洼村被定为“非贫困村”。

二

“非贫困村”里，也有贫困户。
大家都说精准扶贫难在“精准”，胡

善信说，不难。第一次报上来87户贫困
户，村里召开党员群众大会公布，设立
意见箱，没想到过几天又出现一个意见
箱，原来的意见箱塞满了，装不下，有人
悄悄在旁边又钉了一个。村里综合大
家意见，最后评议出 21户贫困户，意见
箱里干干净净。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
的所有号令，都靠村支书去落实，确实
难。但胡善信说，累是累点，不难。

他扳着指头给记者算账，这几年
村里改水改电、修厕修路、新村搬迁、
村容整治，村小学、
敬老院、医疗室、图
书室……哪一项不
是“项目”款？（下转
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习近平寄语广大少年儿童强调

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时 刻 准 备 着

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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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小读者在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阅
读。⑨6 张光辉 闫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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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在战“疫”中飘扬扬

王国生“六一”前夕勉励少年儿童

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 将来为人民好好服务

时刻准备着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六一”
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王国生来到
河南省实验小学，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

“妈妈是抗击疫情一线的一名医
生”“爸爸给社区的居民送米送菜”“我
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在四（5）班
教室里，“学习先锋，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主题队会正在进行，王国生来到孩
子们中间，认真倾听他们讲述爸爸妈妈
的战“疫”故事，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他
说，在这次疫情阻击斗争中，许多人都
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冲锋在前，勇敢
地守护着大家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立志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好好学习、
练好本领，将来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
用的人。

会不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从哪里
来……孩子们踊跃举手，争相回答王
国生提出的问题，王国生给孩子们讲述
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他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一代代共产
党人奋斗出来的，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嘱托落实好，让孩
子多读红色书籍，给孩子多讲红色故事，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使他们人人都成
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好孩子。

在四（7）班，孩子们正在动手制作
秸秆画，王国生拿起一株麦穗，告诉孩
子们，小麦要经历发芽、出苗、拔节、开
花等过程，要通过浇水、施肥、除草等辛
勤劳动才能长大，可以说是“粒粒皆辛
苦”。同学们要尊重劳动、爱惜粮食，养
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王国生高兴地
说，咱们河南的小麦已经陆续开始收
割，今年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随后，
他坐到孩子们身边，和大家一起用秸秆
制作了一幅表现粮食丰收的画，并写下

“颗粒归仓”四个字。
在经纬农场，王国生和同学们一起

交流劳动感受，鼓励大家多动手、多创

造，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里的事争着做，
他人的事帮着做，从小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

王国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少年儿
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要抓
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抗击疫情
的鲜活教材，把他们培养成为新时代
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要关
心爱护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快乐生
活、全面发展、茁壮成长创造更好条
件，共同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教育
好、培养好。

穆为民、江凌参加活动。③6

帅洼村一隅帅洼村一隅⑨⑨66 本报记者 熊飞 摄本报记者 熊飞 摄

□一言

“六一”前夕，在“学习先锋，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会

上，省实验小学四（5）班同学们

畅谈父母亲的战“疫”故事，立志

成为他们那样具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节庆之日的教育也应该贯穿到日常教学

中，树立民族精神必须从娃娃抓起。我们要培

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具备什么

样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这次抗击疫情就是一

个大课堂，要用生动事例教育孩子们，立志成为疫

情中“逆行者”那样的人，好好学习、练就本领，将

来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之才。

今天的孩子，无疑是幸福的，生活条件、学

习条件都较以往更为优越。但今天的孩子，成

长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例如有些家长为了“不

输在起跑线上”，以知识灌输代替童真童趣，拔

苗助长让孩子“早熟”，有些孩子被迫加入“分数

竞争”，催生了许多“大书包”“小眼镜”，好奇心、

想象力等创造性思维可能被扼杀。如何让教育

更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保护个性发

展和创新思维，无疑是分外值得深思和重视的。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对于孩

子来说，强健的体魄是基础，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

强品德修养、增强动手能力、培养创造精神等也必不可少。其

重要前提，是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养育孩子的初衷——要培养一

个天真烂漫、健康阳光的儿童，而不是看似什么都懂、实则内心

焦虑的“小大人”。家庭、学校、社会，要多管齐下、多方施策，共

同画好“童心圆”，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