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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5 月 8日至
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
更·依明巴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在豫开展中医药法执法检
查。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我省
有关情况汇报，并深入郑州、开封等
地，实地考察了中医药大学、中医院、
中医药企业等场所。

艾力更·依明巴海充分肯定了河
南在推动中医药法贯彻实施方面取
得的成效。他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中医
药发展的总体思路，走出一条符合中
医药特点、符合本地区特色的发展道
路。要充分认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重大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快构建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
中医药服务体系。要遵循中医药自
身规律，依法推进中医药制度模式改
革创新，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转型
发展、融合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相统一，推动中医药法正确
有效实施，夯实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
的法治基础。

艾力更·依明巴海还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
工作的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肖怀远，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宋普选、吴恒，全国人大
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左中一，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新，全国人大代
表庞国明、张军等参加执法检查。省
领导赵素萍、马懿、徐济超、费东斌参
加有关活动。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这套课桌椅，看起来很有些年
头，也很简陋。课桌由三块木板拼
成，桌面被墨汁长年累月地浸润，已
看不见原先木头的颜色。

桌前是一个木灯台，煤油灯碗里
还有灯芯，仿佛在无言地告诉我们，
暗夜中，曾有人在桌前苦读。

这套课桌椅是鄂豫皖革命纪念
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这是 90多年前鄂豫皖苏区箭
厂河列宁小学的桌椅。”面对前来参
观的游人，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讲解
员蔡兆柯讲起了这套课桌椅背后的
故事。

1930年春，鄂豫皖苏区建立后，
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箭厂

河的吴氏祠堂创办了列宁小学。
没有黑板？墙上刷一层黄土，制

作成黑板。
没有粉笔？墨炭当粉笔，锅灰当

墨汁。
没有课本？鄂豫皖省委宣传部

长、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成仿吾
亲自编写教材。

没有老师？根据地领导人为学
员讲课，宣传革命思想。

为此，群众还编了一段顺口溜：
“泥巴桌，泥巴椅，泥巴凳子，泥巴墙，
屋外下雨屋里淌。”

虽然处于战争环境中，但每晚都
有很多工农群众前来学习，男女老少
都有，气氛非常热烈。学校开设有政
治、军事课，学员既学认字又学时事、
政策；生产劳动也被列入课程表，比
如犁田、插秧、上肥料、割稻子等。

这张长 1.16 米、宽 0.52 米、高
0.71米的小书桌，见证了无数鄂豫皖
苏区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废寝忘
食、刻苦学习的岁月。

据统计，箭厂河列宁小学先后培养
学员5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成长为革

命骨干：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夺、
空军原政委高厚良、湖北省军区原司令
员吴世安等都曾在列宁小学学习过。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
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被迫向西战略转
移。列宁小学有80余名学员随红四方
面军转移，幸存下来的不到40人。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课堂上使用
的一套桌椅完好保存在曾任列宁小
学教导主任的刘传意的家中，2007
年被刘传意的家人捐赠给新县文物
局，新县文物局又将这套珍贵的桌椅

转赠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当年的列宁小学，如今更名为新

县列宁小学。这几天，在宽敞明亮的
校舍里，孩子们天真活泼、笑容灿烂。

看着这套桌椅，我们仿佛看见，
在曾经黑暗的岁月里，先辈们白天战
斗、夜晚学习，为创造一个光明的新
中国而奋斗的身影。③8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本报通讯员 王玉姣

一把剪刀、几张红纸，静谧的教
室、娴熟的动作……5 月 8 日，一堂

“无声”的党史教育课在鹤壁市特殊
教育学校的剪纸教室进行，经过聋哑
教师李玉洁的一段手语指导，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天安门”剪纸作品在学
生们手中悄然成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我想通过剪纸的形式，向学生讲
述党史故事，让他们了解我们党和国
家的历史。”在手语教师的帮助下，记
者与李玉洁进行了沟通交流，了解到

她借助剪纸宣传红色历史的初衷。
今年 36岁的李玉洁幼年因病导

致聋哑，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在
大学里，李玉洁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
厚兴趣。此后她不断通过书籍、视频
等方式自主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提
升自己的剪纸技能。大学毕业后，她
进入鹤壁市特殊教育学校担任美术
老师。

“我初中就是在这里读的，对这个
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毕业后选
择了回校任教。这里的学生虽然身体
残疾，但对知识却有着和健康人一样
的渴望。”李玉洁通过手语表达道。

在剪纸教室，记者看到了《长征》
《天安门》《遵义会议》《伟大的中国

梦》等多幅精美的剪纸作品。据李玉
洁介绍，这些剪纸作品从取材、构图
到剪成、装裱，都是她和学生们一起
完成的。在创作前，她都要求自己把
相关党史学深学透，然后再传授给学
生，并和学生一起通过剪纸的形式将
所学内容加以巩固。

“李老师带领学生，把对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祝福化作一幅幅
精美的剪纸艺术作品，既丰富了党史
学习教育的形式，也有助于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该校校长王树新
表示，学校会根据特殊学生群体的实
际情况不断创新，吸引他们主动参加
党史学习教育，让他们真正体会到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应我省邀
请，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尤里·先科一
行访问河南。

5月 11日，副省长何金平在郑州
会见了尤里·先科一行。简要介绍省
情后，何金平说，河南与白俄罗斯经贸
往来密切，地方交往频繁。中欧班列
从郑州出发，经过白俄罗斯通往欧洲
各国，成为友好合作和经贸往来的桥
梁纽带。为巩固友好关系，近期我省
与莫吉廖夫州还将签署《中国河南省
和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 2021 年至

2023年合作发展路线图》，合作内容
涵盖商贸、农业、文旅、体育等多个领
域。

何金平说，河南与白俄罗斯合作
前景广阔，希望双方在友好城市、交
通物流、贸易产业、文化旅游、科技创
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互学互
鉴，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

尤里·先科表示，白俄罗斯与河
南友谊深厚、交往密切。希望双方在
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开展更多务
实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③7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来豫开展执法检查

加强交流互鉴
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列宁小学小课桌 点上油灯学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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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里的信仰 无声中的忠诚

陈列在信阳市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鄂豫皖苏区箭厂河列宁小学的
课桌椅。⑨3 本报记者 李筱晗 摄

5 月 11 日，
漯河市源汇区马
路街街道八一路
社区党员志愿者
将代买的新鲜蔬
菜 送 到 居 民 家
中。该社区结合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组
织党员志愿者为
辖区老年人、行
动不便人员等特
殊群体提供代买
生 活 用 品 等 服
务。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5 月 11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郑州市高新区调
研现代种业、数字农业发展和农业信
息化建设情况。

在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国定认真察看育种产品展示并了
解育种科技研发情况。他指出，种
子是农业的“芯片”。要充分发挥我
省在科研、制种、育种、推广等方面
优势，加快种业体制机制创新，支持
种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建立健全
商业化育种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
化发展，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从源

头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在河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和猪八戒网河南总部园区，武国
定强调，要加强示范引领，选择重点
地区和优势产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
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要加快数据资
源融合共享，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服
务平台建设，推进数字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要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大
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一批农业农村
数字化龙头骨干企业，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③7

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
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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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婵

进社区，在小广场上讲述红军
“闪闪红星”的艰辛历程；下农村，在
村委会大院与老乡们忆苦思甜；去学
校，用深入浅出的党史故事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资深教授、
青年学者走出校园，主动深入基层开
展的义务宣讲活动，已成为中共河南
省委党校的一张亮丽名片。

省委党校义务宣讲项目创立于
2013年，每年通过精选 10个教研部
共60位教师，组成义务宣讲团，深入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或传播知识、传
授理论，或引发思考、带来启迪。仅
2020 年，该校义务宣讲团就开展了

121场义务宣讲，并逐步探索出一套
常态化、制度化的百场义务宣讲机
制，在全国党校系统属首创。

“我们来一场偶像大比拼吧！”一
次，康来云教授到一所高校义务宣讲
党史，为了和青年学子拉近距离，一
开讲就抛出这个话题。教室里的气
氛瞬间活跃起来，学生们的偶像五花
八门，从娱乐明星到商界精英。康来
云动情地说：“我的偶像是马克思，他
是一位真正的好人、伟人！”随后展开
的宣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同于平常在讲台上给领导干
部授课，党校老师们外出进行义务宣
讲时，特别注意转换语言体系和讲课
风格，并针对不同的授课群体，准备

相应的授课内容，用最真挚的情感、
最朴实的语言，让党的理论知识、路
线方针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年4月，在郑州圆方集团的一次
现场直播讲课，让党史教研部主任张深
溪印象深刻。那堂课的主题是解放战
争，除了现场几百名党员外，还有圆方
集团分散在全国各地的33个支部、612
名党员，以及其他非公企业的2000多
个支部、36万余名党员，通过在线观看
直播的形式同步参与学习互动。

“第一次直播讲课，感觉既紧张
又激动。”张深溪认为，对每一位老师
来说，义务宣讲都是一次考验、一次
提升、一次充电，在与基层干部群众
面对面、心连心的交流互动中，能不

断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本领、科研本
领、业务本领。

“老师，听了你的课我感动得都哭
了。”“听完课，我觉得做得最正确的事
就是入党。”“能不能再给我们安排一场
义务宣讲？”……听众热情洋溢的反馈，
让党校老师们觉得付出多少都值得，也
更有信心把义务宣讲坚持下去。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说出个所以
然，怎么能让别人信服，怎么能展示创
新理论的强大力量？”省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党组书记焦国栋提出，要进一步
提高站位、振奋精神、开拓创新，以百
场宣讲献礼建党百年为契机，努力在
履行党校职能、彰显党校优势、铸造党
校品牌上有新作为新突破。③9

省委党校举行“百场义务宣讲”活动

把党的声音传遍中原大地

本报讯（记者 刘勰）5 月 11日，
省纪委监委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
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和中央纪委有关
通知精神，研究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贯
彻落实工作。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曲孝丽主持会议并讲话。她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监督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切实
发挥领导干部执政骨干和“一把手”领
头雁作用，压实监督责任，增强“四自能
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大意
义。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
会，增强政治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论述与意见、通知结合起来学，认清
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曲孝丽强调，要立足监督专责机
关职责定位，精准把握工作任务，抓好
意见对纪检监察机关部署各项任务的
落实，监督推动党委（党组）、党的工作
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等各方面认真落
实意见明确的任务和要求；要坚持典
型引路、改革创新，探索符合实际、富
有特色的监督举措；要加强请示报告，
处理好监督和支持的关系，积极稳妥
推进。要强化责任意识，履行好抓落
实的主体责任、协助责任和配合责任，
加强对学习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确
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③5

立足职能发挥监督专责机关作用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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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5月 10日，全国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
副组长刘跃进一行下沉郑州市金水
区法院，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并召开座谈会。

刘跃进一行详细了解了金水区
法院教育整顿工作推进情况，并以

“解剖麻雀”的形式，重点围绕顽瘴痼
疾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破解方
法，与法官进行面对面交流。

刘跃进指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要认真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
要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工作举措，确保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他强调，人民法院为人民，要树牢
为民服务的思想，强化为民服务的意
识，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查纠整改是教育整顿的中心环
节，是动真碰硬、见到实效的关键环节，
要以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以
刀刃向内的决心勇气，坚决清除害群之
马，彻底整治顽瘴痼疾，决不能存在应
付心理、侥幸心理，决不能走形式、走
过场；要围绕“六大顽瘴痼疾”在法院
系统的具体表现和深层次原因，深入
查摆问题，列出整改清单，细化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确保一项一
项抓到位，确保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有效整治、不反弹；要抓好线索核查、
案件评查等重点工作，推动教育整顿查
纠整改环节扎实有效开展，以审判质效
检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成效。③8

打造政法铁军推进教育整顿

中央第九督导组下沉郑州市金水区法院
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在鹤壁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哑教
师李玉洁通过剪纸的形式，向学生讲
述党史故事。⑨6 陈晨 王玉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