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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4月 13日，
2020年度省级行业（系统）党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会议在郑州召开。
会上，15家省级行业（系统）党委负责
同志进行述职，省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
会组织工委组成单位负责同志交流工
作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据悉，这
是省级行业（系统）党委书记首次述职。

2020年，省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实施“强党建促
发展五项行动”，省市县逐级组建专门工
作机构，打造上下贯通的领导体系，不断
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坚持以高质
量党建推动生产经营高质量发展。

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表示，要深

入贯彻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围绕
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导
向，切实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将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
跃的组织和人群紧密团结在党的周
围；要坚持把加强思想建设作为首要
任务，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
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要打牢工作
基础、理顺组织关系、强化“龙头”带
动，推动“两个覆盖”扩面提质；要强化
出资人（负责人）队伍教育引导、党组
织书记队伍选优育强、党建指导员选
派管理，让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发挥实质性作用；要完善运行
机制、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各项工作真
落地、见实效。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作为中
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4月 13日晚，秦腔《西京故
事》在河南艺术中心精彩上演，拉开
了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的
帷幕。即日起至5月6日，将在河南
艺术中心大剧院、郑州大剧院连续
推出9台18场精品剧目，让河南观
众尽情体验黄河流域不同的民俗风
情。

据了解，此次演出季邀请了沿
黄九省（区）获得国家级奖项的重量
级剧目集中展演，涵盖了舞剧、民族
管弦乐、豫剧、交响乐等多种艺术类
型，充分展现黄河流域文艺创作的
突出成就。

此次遴选的剧目艺术语言丰
富，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刻的
学术思考。比如，四川省的舞剧《川
藏·茶马古道》、内蒙古自治区的民
族音乐会《黄河从草原走过》，分别
展示了川藏地区、内蒙古大草原独
特的地域文化；宁夏回族自治区选
送的舞剧《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红色
经典剧目，传递了正能量。

此外，青海省的舞剧《大河之
源》，聚焦展示弘扬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意识，彰显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
环境的重大意义和弘扬黄河源头文
化的深远意义。大型交响合唱《黄
河入海》由来自黄河上游的甘肃兰
州音乐厅合唱团和来自黄河下游的

山东青岛交响乐团联袂演出，体现
了黄河流域优秀音乐的交流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剧目中不乏新
创精品。山西省歌舞剧院的舞蹈史
诗《黄河》，是国内知名导演张继刚
2020年的新作，一经推出就受到广
泛好评。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
演的豫剧《义薄云天》，是中华美德

“忠孝节义”四部曲的收官之作。郑
州歌舞剧院的舞剧《精忠报国》，展
现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
的事迹，是继舞剧《风中少林》《水月
洛神》后的又一力作。

据悉，本次演出采取免费发票
的形式，市民可以通过“郑州文旅
云”平台免费领票。③8

推动全省非公经济组织和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质发展

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启动
9台 18场精品剧目可免费观看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扫码看全文

本报讯（记者 李悦）4 月 13日下
午，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
加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在苏州奥体中心
体育场打响。经过 120分钟的鏖战，
中国女足以 2∶2战平对手，以两回合
总比分 4∶3淘汰韩国女足，获得了东
京奥运会入场券。

作为中国女足的元老，河南女足的
队长娄佳惠在两场附加赛中都以主力
队员身份出场，第二回合中国女足的第
一个进球，正是娄佳惠用自己的积极拼
抢，为球队争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
会。赛后，娄佳惠表示，自从贾秀全指
导带队之后，中前场出身的自己，被改
造成了一名边后卫并成了国家队的主
力队员。这次附加赛，作为后防线的老
将，自己起到了带头作用，帮助年轻的
队友发挥出最好水平。

在 13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作为

全队最年轻选手的娄佳惠，在激动之
余更多的是忐忑。踢好比赛，更好地
展现自我，是当年娄佳惠心中最多的
想法。如今能够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娄佳惠有了更多的感触：“作为一名老
队员，我珍惜现在代表国家队参加的
每一场比赛，很感动在职业生涯的最
后时刻，还能和国家队这个光荣团队
分享胜利的喜悦。”作为一名河南球
员，娄佳惠对再次有机会为国争光，感
到骄傲和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足获得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后，中国女足、中国
女排与中国女篮将齐聚东京奥运赛
场。这也是中国女足第 6次参加奥运
会，而她们的最好成绩是 1996年亚特
兰大奥运会亚军。自女足项目成为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女足唯
一缺席的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③9

中国女足挺进东京奥运会
河南姑娘娄佳惠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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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佳惠（左上）与
韩国队球员拼
抢。 新华社发

启动仪式节目现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王爱丽 赵斌 杨晓露

■核心提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营养剂、清醒剂。连日来，我省各级
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持续创新教育方式，用好党史
资源、讲好党的故事，不断提高党史学
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

由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学党史、感党恩、
跟党走”——党史教育进校园“五老”
宣讲活动，充分发挥广大“五老”在关
心教育下一代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
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4月 13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

校园里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由河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南省委
老干部局、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
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共
同 主 办 的“ 学 党 史 、感 党 恩 、跟 党
走”——党史教育进校园“五老”宣讲
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报告会正在
这里举行。

这不仅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的重大举
措，还是充分发挥老同志独特优势对
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的创新之举。

广大“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力量。如何发挥好老干部、老战士、老
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的作用，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
和烈士的故事，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
扎实成效？“广大老同志亲历我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对我们党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有

着切身感受，通过老同志的言传身教，
对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很有说服力、感
染力、亲和力。希望老同志能把亲身经
历、深切感受告诉孩子们，教育引导他
们把个人追求融入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出彩河南的伟大梦想中去，让爱党
爱国的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何丽华表
示，老干部工作部门将搞好服务、支持
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大力
弘扬“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
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引导广大老
同志自觉对标先进典型，争做助力中原
出彩时代先锋。

在河南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
正是有了党旗的引领、红色的浸润，有
了无数先辈先烈的英勇斗争、顽强奋
斗，才铸就了新的辉煌。“这次宣讲活
动的参与人都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亲历
者和见证者，他们会用自己或身边人
的鲜活实例讲故事、用看得见的实际

成效讲道理，把党领导河南人民的浴
血奋斗史、艰苦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史
讲活、讲生动，引导青年学生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更加心
向党、热爱党。”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张守四介绍。

“宣讲活动为我们组织开展好全
省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借
鉴、增添了强劲动力。”共青团河南省
委二级巡视员王鑫说，将和省关工委
等部门一起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当先
锋，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史学
习教育有机融入到教育教学中，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在学校走深走实。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
来。省关工委副主任、省教育厅关工
委主任王日新表示，广大青年学子要
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
就的伟大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
色基因，用热血与青春、信仰与坚持，
不负韶华、勇担重任，努力成长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前不久，校关工委举办了一场融

党史教育和艺术欣赏于一体的《党史
中的美术作品欣赏与创作》专题报
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副书记马
书臣说，学校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
机，继续发挥“五老”的作用和优势，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广大‘五老’在弘扬革命传统、讲
好党的故事方面，创造了很多行之有
效的好做法、好形式。要利用‘五老’
报告团、宣讲团，以社区乡村、学校企
业以及网络空间为主阵地，向青少年
进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省关工委副主任
葛纪谦表示，要动员发动、组织更多的

“五老”加入到宣讲活动中来，唱响时
代主旋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引导青少年自
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者、忠实实践者。

“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党
史教育进校园“五老”宣讲活动启动仪
式结束后，河南省党建研究会副秘书
长牛安生围绕“学习中共党史，感悟治
党道理”这一主题，从党史学习教育意
义、重温百年党史、党的奋斗历程感悟
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
和深入浅出地讲解。聆听首场报告的
学生们纷纷表示，广大“五老”投身新
中国建设的奋斗历程、感人事迹和真
实感悟是青年大学生走进历史、读懂
中国的真切渠道。作为新时代青年大
学生,要在学党史中知古今、明大义、
续荣光，夯实思想根基、汇聚奋进力
量，不负党的期望、不负人民嘱托。

在 校 园 聆 听 “ 五 老 ”讲 党 史

□本报记者 王延辉

聆听澎湃“黄河之声”，共赴黄
河文化之约。

4月 13 日晚，寓意“黄河帆影、
艺术之舟”的郑州大剧院流光溢彩，
一场创意独特、异彩纷呈的开幕式
在此拉开了为期25天的中国（郑州）
黄河文化月的序幕，也奏响了新时
代“黄河大合唱”的序曲。

全面全景呈现黄河文化

巨幅《千里江山图》在背景屏徐
徐打开，伴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的熟悉旋律，序篇《黄河
岸边是我家》拉开了开幕式的帷幕，
精彩的黄河故事由此娓娓道来。

“河之魂”“艺之萃”“地之灵”“城
之魅”“人之杰”，开幕式紧扣华夏文
明、黄河文化、建党百年三个关键词，
解读黄河文化，展示黄河文明。

“河之魂”篇章中，重点发布了
“黄河珍宝——大河流域文物精品
展”，带人们探寻黄河孕育的文明成

果。娇憨的动漫“唐宫小姐姐”亮相
“艺之萃”篇章，向人们现场介绍黄河
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出季、黄河文化
主题艺术沙龙、中国（郑州）黄河合唱
周、“一起@（爱）黄河”等4项活动。

“地之灵”篇章以极富创意方式
发布“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系列文
化旅游活动，郑汴洛三座城市的市长
登台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并发出“山
河祖国，去郑州感受华夏古国”“去开
封看梦华大宋”“欢迎到洛阳感受最
早中国、盛世隋唐”的真挚邀请。

在极具艺术性和国际范儿的现
代舞《大河来风》的烘托中，“城之魅”
篇章重点推介中国（郑州）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人之杰”篇章中，著
名学者郦波深情讲述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从民
族文化层面解读拜祖的意义。

创意表达彰显文化魅力

文化河南，当“潮”不让。色彩
明艳的《千里江山图》、调皮可爱的
虚拟“唐宫小姐姐”、空中飘浮快速

移动的演员……开幕式充分利用沿
黄九省（区）文化元素，与高科技装
置相结合，全息 3D 影像、创意机械
运用、AR 虚拟增强、动作捕捉、5G
竖屏导播转播系统等技术赋能，渲
染出澎湃壮观的黄河景观，写意地
勾勒出黄河流域丰富人文资源，把
现场打造成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沉浸
式演艺体验。

在“河之魂”“地之灵”等多个篇
章都大量运用了科技元素，新颖创
意的设计、美轮美奂的效果，让人耳
目一新。“河之魂”中的人屏互动节
目，演员与“开口说话”的文物隔空
对话；“地之灵”中，演员跑酷与全息
影像、裸眼 3D 技术相结合，以极具
现代感、空间感的视听效果，呈现出
郑汴洛三座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元
素，“诗意黄河”的浪漫意境尽显其
中。

携手续写崭新黄河篇章

这是一场属于黄河全流域的文
化盛宴，也是属于黄河全流域的交

响乐章。
推介完各项活动后，开幕式来

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注水仪式环节。
现场设置的大河淘沙 9条巨幅金色
绸幔营造出厚重的黄河气息。沿黄
九省（区）的代表手捧沿黄各地历史
文化特色器皿，将不同地段的黄河
水，缓缓注入装置，9段河水融为一
体，寓意着黄河全流域凝聚起强大
合力、携手续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篇章。

弘 扬 黄 河 文 化 ，讲 好 黄 河 故
事。沿黄九省（区）的 9位媒体代表
上台共同启动“黄河之声”宣传矩
阵，将以全方位、全媒体、多渠道、多
覆盖的全媒体宣传手段，共同助力

“黄河之声”传播得更远、更广。
开幕式的开篇，传统意蕴的《千

里江山图》铺开黄河文化的厚重灿
烂；开幕式的尾声，现代大气的《千
里江山图》掀开黄河故事的崭新篇
章。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沿黄九省
（区）正携手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
合唱”。③9

聆听黄河之声 共赴文化之约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徐东坡）4
月 12日至 13日，第十五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在新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纵论古
今，弘扬黄帝文化、凝聚奋进力量。

本届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中国先秦史学会、郑州市人民政
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主办，新郑市人
民政府、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承办。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论坛以“建党百年与文化自信”为
主题，旨在唱响“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新”的主旋律，大力弘
扬以黄帝文化、黄河文化为根脉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光
辉业绩和珍贵经验，都使我们深切感
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最杰出的传承者弘扬者，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最富创造性的转化者践行
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坚定的信
奉者守望者。”当天，中央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
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
光春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与中华文化百年弘扬》的演讲。从建
党百年到考古百年，从《国际歌》唱响
到南湖红船启航……此次论坛上，共
有 8位专家学者带来精彩演讲，带领
大家追寻华夏文明的源头，探索华夏
文明的轨迹，从千年历史中涵养情怀，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是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被誉为

“拜祖大典的灵魂工程、先声工程”，已
连续举办15年，与拜祖大典、《黄帝千
古情》形成了“一典一坛一秀”交相辉映
的中原文化名片，成为挖掘和阐发黄帝
文化、黄河文化时代内涵和思想价值的
重要载体。③9

第十五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举行
纵论“建党百年与文化自信”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我省是农业
大省，农民工就业稳定，整体就业形势才
会稳，经济才会稳，社会才会稳。4月13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一季度全省农
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18.41万人（省
内10.47万人、省外7.94万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40万人的46.03%。

农民工人数多、流动性强，不便管
理。我省利用大数据手段摸清了全省
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农民工的底数，分析
农民工春节前返乡、春节后返岗等相关
情况。省人社厅联合省大数据管理局

和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成立
了“互联网+就业创业”数字管理系统。

“我们将16岁至64岁的农村参保人员
作为监测对象，剔除省内高校在校生，高
中、中职中专、技工院校在校生。”省人社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从今年大年初
一就启动了河南省农民工返岗分析监
控，定期形成农民工返岗动态分析报告。

大数据监测显示，一季度全省新
增农民工返乡创业 3.56万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15万人的23.73%，带动就
业13.28万人。③8

一季度我省农民工就业形势向好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8.41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