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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出彩好青年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老旧小区改造、农村电网升
级等重点民生实事始终牵动着民众的心，一季度进展
如何？4月 30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
季度，我省 10件重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部分重点民
生实事超额完成阶段目标。

●开展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方面：全省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15.43万人、乳腺
癌筛查15.88万人；免费产前超声筛查、血清学产前筛
查分别完成 14.21万例、14.65万例，目标人群覆盖率
分别达到 65.83%、67.88%，分别高出年度目标任务
10.83 个、12.88 个百分点；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
21.14 万 例、听 力 筛 查 20.83 万 例 ，筛 查 率 分 别 为
97.94%、96.52%，分别高出年度目标任务7.94个、6.52
个百分点。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8141名残疾儿童
接受了康复救助服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1.3%。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方面：完成老旧小
区改造20.3万户，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36.91%。

●改善农村出行条件方面：全省完成1700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占年度目标任务的18.9%，项目开工率达
30%以上。

●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方面：全省5000个配电
台区改造升级计划，已开工建设891个配电台区。

●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方面：全
省公共区域窨井设施普查任务已完成 40%，计划 6月
底前完成所有区域的普查工作。

●扩大5G网络覆盖方面：河南铁塔公司已完成投
资3.28亿元，新建、改造5G基站配套设施约1.1万个。

●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方面：“豫事办”累计上
线服务事项1159项，覆盖住建、人社、公安、民政、卫健
等高频民生领域，已完成年度目标的58%。

●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方面：计划于 8月底前
完成特岗教师招聘任务，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1154套。

●扩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面方面：全省专业律
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比例提高到 78.5%，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25%。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4月 29日，大河流域交流
对话会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与多瑙河保护国际委
员会秘书长伊万·扎瓦德斯基，就河流生态保护和防洪
减灾等主题进行交流。

徐济超指出，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河南高度重视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立生态保护优先
的工作导向，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进沿黄复
合型生态廊道建设，着力改善黄河流域环境质量，加快
防洪减灾体系建设，扛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时代责任。他说，作为世界最大、最活跃的专业流
域管理组织，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在河流生态保护
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希望双方能加强沟通交流、互学互
鉴，促进共同发展。

伊万·扎瓦德斯基分享了多瑙河生态保护等方面
经验，了解了河南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实践经
验。他希望双方加强交流、通力协作，共同保护水资
源。③6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4月 29日，2021年全省打
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郑州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打私办主任会议精神，总结
近年来我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
当前工作面临的形势，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副省长、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何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金平说，近年来，全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战线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综合治理机制日益完善、工作水平
不断提升、治理成效更加显著，对走私违法犯罪形成了
有力震慑。何金平强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担当。特别是对洋垃圾和濒危动
植物、涉税商品、涉疫物品、冻肉等消费品走私，以及涉
枪涉毒走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时刻保持警惕和高压
严打态势。③6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
芳）4月 29日，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春艳到鹤
壁市淇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工作，指导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

周春艳一行先后来到淇县规划和建设成就展览
馆、灵山街道赵庄村、灵山街道大石岩村、金牛岭郊野
公园、河南飞天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维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等处调研，深入了解该县经济社会发展、乡村
振兴、党史教育基地建设等情况。

周春艳强调，要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好城乡规划，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推动产业发展，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引
擎。要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办好
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实事，促使群众生活改善、县域
经济跨越式发展，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果。③8

一季度我省重点
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互学互鉴 保护母亲河

全力做好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重点工作

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樊霞 成利军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
仞……”4月 30日，济源王屋山下，愚公移
山干部学院，面对着毛主席“愚公移山，改
造中国”的题词，面对着一幅幅震撼人心的
图片，来自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的20余名大
学生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愚公
移山精神为什么能够由寓言故事升华为民
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愚公移山干部学院现场教员贺凯
利笑着问大家。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济源职业技术学
院的优秀学生代表跟随教员的引导提问，
一起探寻峥嵘岁月中愚公移山精神迸发出
的力量。

1945年 6月 1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
七大闭幕式上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了著
名讲话，愚公移山的寓言由此上升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愚公移山精神，
并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从
2017年起，济源将每年的6月 11日定为愚
公移山精神纪念日，通过开展学习实践系
列活动，大力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作为愚公移山精神的发源地，弘扬愚
公移山精神，对太行、王屋脚下的济源具有
特殊的意义。回顾济源这些年来的发展历
程，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传
承和弘扬。济源示范区干部群众多年如一
日艰苦创业、砥砺奋进，充分展现了愚公后

人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敢想敢干、开拓进
取的精神风貌。”贺凯利说。

伟大精神的发扬光大，体现在时代的
传承中。在愚公移山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下——

抗战时期，济源人民先后组建了杜八

联抗日自卫团等地方抗日武装，并掩护王
振、王首道、皮定均率领的部队渡过黄河，
开辟了豫西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济源有近万名青年参
军参战，支援陈谢大军渡过黄河，开辟了中
原战场。

20世纪50年代，济源人民掀起了蟒河
小流域综合治理高潮，驯服了蟒河，使粮食
产量大幅提高，这一改造自然、治理蟒河的
英雄壮举闻名全国；济源人民还因地制宜积
极发展小煤矿等“五小工业”，总结的“规模
以小型为主”等“六主”经验被向全国推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济源人民进行大
规模水利建设，在太行山和王屋山上修建
了“人工天河”愚公渠，使近 40万亩“靠天
收”的土地一举变为“丰粮田”。

20世纪80年代，济源完善了县乡村三
级农业服务体系，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
体系；1988年撤县建市，成为河南省首批
县级市之一。

……
阳光明媚，微风吹拂。教员一丝不苟

地讲着，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议论着。
“济源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毛主

席所题‘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缩影。”青
年学子吴振东说，“中国在航天、深潜、高铁
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一不是愚公
移山精神的真实体现。”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系学生会主
席孙倩倩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启示我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仍然有
很多需要移走的‘山’，仍需要千千万万新时代
的新愚公，去书写新的时代篇章。作为新青
年，我们一定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不怕艰难
险阻，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的努力。”③8

上图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学子
在愚公移山干部学院现场感受愚公移山精
神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利军 摄

□本报记者 周晓荷

4月 30日下午，团省委在郑州举行“学
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省级示范活
动。团省委书记班子成员深入高校、企业、
社区等基层团组织，和各界团员青年代表
齐聚一堂，分享成长故事，开展互动交流。

在河南博物院“出彩中原——河南红
色文化陈列展”展厅，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2020级穆青班团支部的学生团员们，
重温近现代河南发展历程，一路走、一路
记，沉浸式感受红色精神。“大家生逢盛世，
多么幸福啊！但一定不能骄傲自满，我们
要强起来，要用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这并不容易，要靠我们这代人共同努
力，在各自岗位上贡献力量。”在省团校初
心馆，团省委书记王艺带来的一节生动的
主题团课让大家备受鼓舞。省青企协副会
长戴继涛、网络大 V 杨志豪、河南青年讲
师团成员张晓静等青年代表也结合自身工
作，和大家深入交流。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龙广场上，
中原铁路红色基因展览引来大家驻足。青
年人如何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社团支部的团员学生们在交流
中逐渐形成认同。“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
际，能够听到‘河南省优秀第一团支部书
记’许森、消防员张奇等优秀青年立足岗
位、奉献社会的故事，很受触动。我们青年
学子与新时代同向同行，要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该校电子工程学院学生李沛
尧说。

“我们马上就要进舱了，要展现出中国
青年该有的样子！我保证：党员在前，团干
在前，组长在前，感控在前！你们在的地方，
我一定都在！”在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
司中原公司郑东新区科学谷数字小镇建设
项目团支部，河南青年讲师团成员、郑州人
民医院团委副书记仝麟龙的一席话，引来满
堂掌声。现场团员青年陈敬源说：“我们要
明确自身使命，练就过硬本领，才能接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

“每位青年都是一面旗帜，都是河南的
代言，我们要从红色精神谱系中寻找力量，
把党的优良品质传承、发扬下去！”“我们要
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基层调研，有针对性开
展志愿工作，把创新理念融入到工作中。”

在郑州市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团支部，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交流着。

郑州市龙子湖聚集着一批科技创新的
“排头兵”。在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优
秀青年代表、河南青年讲师团成员、“青马
工程”学员等详细了解数字政府、数字经济
发展情况，体验智慧城市，感受科技进步。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的，我们要不断探索核心技术，把自己的小
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中。”中原鲲鹏生态创新
中心青年骨干范凯强说。

在中铁隧道集团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全体团员青年共同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清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重温了入团誓词。优秀青年代表刘会
强、张志哺，河南青年讲师团成员郭璐，“青
马工程”学员何云浩等围绕自身工作发言，
就青年建功立业新征程谈感受。

“五四”青年节前后，全省各级团组织
将广泛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团日活动，引领广大团员青年从党史学
习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听党
话、跟党走，凝聚起建功新征程的磅礴力
量。③6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青春力量
——团省委在郑州举行主题团日省级示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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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李昊

4 月 27 日 中
午，太康县清集镇
二郎庙小学的厨房
里，新鲜大虾下了
油锅，浓郁香味弥
散开来。娃娃们坐
不住了，一路小跑
溜了进来。

掌 勺 的 就 是
“校长爸爸”张鹏
程 。 除 了 油 焖 大
虾，他还给孩子们
准备了花菜炒肉、
红烧茄子，以及牛
奶、水果。

最近，张鹏程
和他的学校“火”了，
这 源 于 一 则 短 视
频。视频里，二郎庙
小学的一个小女孩
把学校刚发的鸡腿
装进塑料袋，拍摄者
问“妞妞你干啥咧”，
小女孩说“给俺妈
吃”。网友在赞赏

“鸡腿姑娘”懂事的
同时，翻看了拍摄
者过去的短视频，
发现满头银发的张
鹏程才39岁。

校长的银发，是这两三年才“蹿”出来
的。张鹏程是土生土长的二郎庙村人，师
范毕业后在外当过老师、做过校长，2018
年重回母校。他刚接手二郎庙小学时，只
有不到30名学生，许多家长担心学校存留
问题，把孩子转到县城上学。

“毕竟有些孩子没条件出去，咱得给
他们留住家门口的学校。”张鹏程说。他
垫付资金改造学校，建宿舍、食堂。刚开
始，没女教师住校，女生宿舍开不起来，
原本打算出去打工的妻子田丽歌看不得
丈夫作难，心一横陪着他住校，孩子也跟
着住了进来。他担心孩子们吃得不够
好、长得不够高，自掏腰包给他们加餐，
鸡腿、大虾、肉轮着来，每晚还下厨给他们
做宵夜。

学生多是留守儿童，整天和这些父母
不在身边的孩子学习、吃饭、游戏在一起，
张鹏程就像普通爸爸一样。在他的努力
下，二郎庙小学“起死回生”，眼下在校学生
已经有150人。

这几年，张鹏程把大部分精力和工资
都给了这所乡村小学，却唯独不肯给自己

“投资”：脚上的运动鞋是妻子前两年花80
块钱买给儿子的，被他“捡了便宜”，已经穿
出了破洞；身上的衬衫洗得变了形，已经抽
了线头……“陪着学生，一切值得。”他说。

“白发校长”走红后，一批批爱心物资
送到学校。张鹏程由衷感谢这些爱心人
士，但他更期待有更多有志青年投身乡村
教育，陪着农村孩子长大。③6

陪
着
学
生
，一
切
值
得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小学在全体师生中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图为老师赵瑞在
郑州二七纪念馆中向少先队员们讲解京汉铁路大罢
工高斌烈士的英勇事迹。⑨6 顶端新闻供图/赵腾
飞 刘帅 摄

▶4月29日，焦作市解放区第一幼儿园的老师向孩
子们讲解劳动工具的有关知识，让孩子们了解劳动工
具，培养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习惯。⑨6 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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