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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座

谈会，就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发表重要讲话。

一年来，我省黄河流域 10市牢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的指示号召，攻坚克难、创新发展，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

为此，本报今日推出特刊《牢记嘱托 奋斗出彩——

大河奔腾这一年》，敬请关注！③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9月 13日，记者刚走到开封市祥
符区刘店乡郭景村村口，便听到一阵
鼓声。

往前行数十步，一个颇大的文化
广场进入眼帘，广场上10余位村民正
托起大鼓，鼓槌上下翻飞，好不热闹。

有什么喜事吗？
“我们村的盘鼓队在练习呢。”一

旁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民说。
郭景村不大，但敲盘鼓的历史可

不短。
“俺们村敲鼓的历史能追溯到解

放前呢。”说话的人叫张军，是村里的
老党员，“农闲的时候，村里都会举行
盘鼓比赛，那场面热闹着呢。”

张军今年 64岁了，曾是村里有
名的鼓手。虽然年事已高不再敲鼓，
但一提起盘鼓，眼里依旧闪着光。

1993 年，张军和村里 6 个年轻
人组起了第一支盘鼓队。

“那时候滩区农村穷，农闲的时
候也没啥娱乐活动，正好村里以前有
敲盘鼓的传统，我们几个就想着拾起
来，热闹热闹。”

张军没想到，这盘鼓竟然让他敲
出了名堂：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都邀

请他们去表演，很多村也跟着成立起
盘鼓队，县里还举办了盘鼓比赛，张军
和队友们靠着精湛的技术，一举夺魁。

春风吹，盘鼓擂。黄河边的鼓声
敲出了张军对生活的向往。可这鼓
声，到了2007年却戛然而止。

“都出去打工了，没人回来，嫌家
里穷。”那几年，务工热正浓，村里人
都纷纷外出，没了观众，盘鼓队员也
一天天变少。灰心丧气的老张收拾
起行当，也不愿再提起盘鼓。人心

散，盘鼓破，曾经回荡着鼓声的黄河
岸边陷入了沉寂。

转机发生在2019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要“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座黄
河滩区的小村再次迎来生机。

在村委会和扶贫工作队带领下，
村子的新变化让张军历历在目：村里
全部修起铺装路面，“水泥”路变成水
泥路；（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李点）9月
15日至 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东明率调研组来豫，开展财政农
业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专题调
研。调研组在郑州召开座谈会，并赴
驻马店开展实地调研。省长尹弘出席
座谈会汇报我省相关工作。

王东明指出，河南作为农业大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实施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
了不少经验。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做好“三农”工作。要胸怀“两个大

局”，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增强做好

“三农”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
维护农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要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充
分发挥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积极
探索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尹弘表示，近年来，河南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决扛稳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全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
农业农村实现稳定发展。通过持续加
大农业农村投入力度，提升财政农业
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水平，突出粮食

生产、脱贫攻坚、科技创新、农村基础设
施等重点领域的投入，统筹整合资金，
简化分配办法，提高资金下达效率，强
化过程监管和绩效管理，有力促进了资
金规范高效使用。他指出，河南农业农
村工作在产业转型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深化改革、资金投入方式等方面还
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希望国家进一步
加强对河南的资金政策支持，帮助河南
提升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田设
施、乡村物流等基础条件，推动生产要
素加快向农村流动，拓展金融和社会资
本支农渠道，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史
耀斌、副主任朱明春，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赵素萍、马懿，以及财政部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或座谈。③8

中原出彩 河南担当

2019年9月17日下午，习近平在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眺望黄河郑州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王东明率全国人大调研组来豫

调研财政农业农村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
尹弘出席座谈会

··黄河岸边这一年黄河岸边这一年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黄河岸 鼓声响

郭景村一景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张笑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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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编辑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担当。

把中原更加出彩的时代责任放在心中、抓
在手上、扛在肩头，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义
不容辞。

责任是信念之基，担当是力量之源。我们
的力量，源自一年前的金秋，在新中国 70岁生
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勉励
中原儿女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

6年时间里，他先后三次踏上中原热土考察
调研，在全国两会上与河南团代表亲切交流，指
引方向、擘画全局，对河南发展始终牵挂于心。
这份牵挂，深沉而厚重。

明责笃行，知责奋进，担责敢为。河南牢记
嘱托，把准方向，紧紧抓住中部地区崛起、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努
力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新的更
大的业绩——

这一年，省委、省政府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历史
的大视野来读懂责任，以时代的新标尺来认清
责任，以人民的新期待来强化责任，团结带领亿
万中原儿女汇聚起发展进步的滚滚洪流。

这一年，全省卫生健康大会、文化旅游大会、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加快河南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工作会议，加快推进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专题会议，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
省委工作会议和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暨总攻
动员会等先后召开，河南把握形势任务，保持战
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想在前、谋在前、干在前、
走在前，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这一年，以沿黄八市启动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工程为起点，河南深化对黄河的感恩之心、敬
畏之心、呵护之心，着力构建黄河流域大生态、
大保护、大治理格局，用黄河文化哺育滋养干事
创业的向心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这一年，中原大省铆足干劲、精准发力，把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以坚强党性和过硬作风为保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这一年，全省上下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
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再夺丰产丰收，河南粮，安天下。

这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河南筑牢
扎紧安全防线，有序复工复产，着力畅通经济循
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这一年，河南奋勇争先。这一年，河南真是
好样的！

践行人民至上的责任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
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
担当的责任。 ——习近平

暄气初消，阳光醇厚温和。今年秋天，河南
的天格外蓝、云格外美。

“沐恩前段时间做了检查，微量元素正常。
他很棒，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9月 15日，河南
省儿童医院隔离病区主任冯迎军看到沐恩爸爸
发来的这条微信，瞬间绽开笑容。

小沐恩，这个出生 5天确诊危重型新冠肺

炎的信阳宝宝，今年 2月下旬转诊到省儿童医
院后，得到医护团队的精心呵护。从会诊治疗
到痊愈出院，十几天时间里，他的病情牵动无数
人的心。满月那天，爸爸给他取名“沐恩”，意味
着沐浴恩情，向阳重生。

这一天，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大
一新生赵欣然正在参加军训。“疫情期间我最震
撼的是，每个中国人都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
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这背后有一种
深沉的文化自信。我报考了艺术专业，就是想
探究它源自哪里。”

还是这一天，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改平一早就投入紧张工作。他说：“学
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和科学家
座谈会精神，我的认识是，为人民生命健康贡献
力量，是科学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应有的
情怀和操守。”

跨年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
蔓延，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
打响。作为与湖北省毗邻的人口大省、交通枢
纽，河南的战况事关一亿人生命健康，事关阻击
战全局走向。中原防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牢
牢守住。

1月 25日，河南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应急响
应，早早就进入“战时状态”。

省委书记王国生密集调研，把总书记的指
示、党中央的决策层层压实到疫情防控的每一
项工作、每一处场所、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关口。

在村口的检测点、高速公路的下站口、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里、科研攻关的岗位上，很
多干部第一次见到刚刚履新的省长尹弘。

14位省领导牵头 7个工作专班，连续奔波
在防疫一线。百天之内，河南连续举行55场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省疫情防控进展情况。

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人民”二字贯穿
始终。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第一
责任。

全省 86万名医护人员全部返岗，指定定点
救治医院147所，成立省市县三级专家组；中西
医协同诊疗，远程在线会诊系统全部联通；从
98岁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一个都不放弃。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党政牵头、社区（村）动员、上下贯通、群防
群控，58.9万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基层，17.7万
名民警辅警全员在岗，1.35万名驻村第一书记
提前返岗，300多万名志愿者驻守一线，铸就众
志成城的强大防线，全国网友都赞叹，河南人民
真“硬核”。

即使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也必须管好老
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也要使基本生活物
资、基本公共服务有序运转。“服务员”“代办员”

“采购员”，漫卷红旗下，基层党员干部用心用情
传递党的温暖。

15批队伍、1281名医疗队员，从黄河畔奔
赴长江边，寒冬出征，踏春方归。在全国支援湖
北物资中，1/3的医用防护服、1/5的 N95医用
口罩、1/7的普通医用口罩自河南调出，推食食
之、解衣衣之的“厚道河南”形象赢得无数点赞。

这一段艰难成长的历程，河南广大干部群
众在这场没有脚本的实战中经受住了考验，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与病毒的殊死较量中得到
了提升。在这个大战场大课堂上，千千万万个
普通人挺身而出，诠释什么叫中国精神、中国力
量、中国担当。

大暑时节，战场又转移到了信阳市固始县
的史灌河堤防上。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造成丰
港乡潘庄村右堤发生重大管涌险情，进而发展
成洞穿。沙堤洞穿几乎没有被封堵的先例，危
急时刻，省领导和市县干部来了，水利专家来
了，人民子弟兵来了，周边的群众来了。四天四
夜不眠不休的抗洪鏖战，最终实现堤防不决口、
无一人伤亡、城市未受淹“三大目标”，堪称河南
抗洪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功范例。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