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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奋斗愈出彩

□本报记者 冯芸 归欣

大河滔滔，嵩岳苍苍。
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仔细审视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会发现她
的红色文化如此厚重，红色基因如此强大。

与山连，她是大别山精神、愚公移山精神；
与水系，她是红旗渠精神、南水北调精神；
与人合，她是焦裕禄精神、二七精神；
……
历史长河浩浩汤汤，精神之火生生不

息。栉风沐雨中，在中原大地孕育生发的红
色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丰富着中国共
产党精神谱系，砥砺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挺起了中原更加出彩的坚强脊梁。

探寻：不忘初心的精神密码

进入大别山南麓的新县，浓郁的红色气
息扑面而来。

处处埋忠骨，岭岭皆丰碑，“28年红旗不
倒”的大别山，20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
命，在册的烈士达 13万人之多。吴焕先、叶
成焕、晏春山……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一
桩桩事迹催人泪下。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历史
的硝烟虽已散去，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每年有
60多万人来到这里，从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
物、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中，探寻共产党
人信仰如磐、初心不改的精神密码。聆听红
色故事、追寻红色足迹，每一名走进大别山
干部学院的学员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潜移默
化中由“感动一阵子”变成“铭记一辈子”。

进入新时代，被大别山精神滋养浸润的

老区人民，在红色热土上书写着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奋斗故事。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

“促进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的一条
好路子”的信阳油茶产业，已发展成为富民工
程，仅光山县种植面积就达22.7万亩；潢川县
推行“稻虾共作”模式，实现农户增收、农业增
效……以千里苍翠守护红色火种的革命老
区，如今正在绿水青山里实现富裕富足。

从新县一路北上，郑州市中心，二七塔
巍然挺立。

二七大罢工，党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的
高潮，宣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唤醒了
亿万民众，燃起了革命烽火；二七精神“坚定
信仰、忠诚为民、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深
刻内涵，每年吸引数十万人来此参观学习。

“现在的二七精神，可以是不怕吃苦、拼
搏刻苦的态度，可以是团结众人、嫉恶如仇
的品德，可以是不懈奋斗、战胜困难的勇
气。”郑州二七纪念馆馆长张江山认为，二七
精神的内涵与时俱进，但“听党话，跟党走”
的核心要义不会改变。

风雨百年，“被铁路唤醒”的郑州传承、
丰富着二七精神，高歌向前：到 2019年，这
个昔日仅有19.1万人口的“郑县”，已蝶变为
人口超千万、经济总量破万亿的特大城市，
跻身国家中心城市；先烈们用鲜血浇筑的京
汉铁路，已扩展为“空、陆、网、海”四条丝绸
之路，连通境内外、辐射四面八方。

传承：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什么样的力量，让中原儿女一次次面对
困境依然顽强奋斗、自强不息？从太行绝壁
上“抠”出来的红旗渠里或许有答案。

十年，十万人，削平了 1250座山头，开
凿 211个隧洞，刨出的太行山石，要是修一
段高3米、宽2米的“长城”，足够连接哈尔滨
和广州。以任羊成为队长的凌空除险队，在

“阎王殿里报了名”，（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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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林

5月 12日，清晨，缕缕阳光穿过
枝叶间隙洒向大地。

鸟类爱好者黄涛在沿黄生态廊
道上骑行，不时听到清脆的鸟鸣。停
车，举起胸前挂着的相机，抓拍鸟儿
振翅高飞的一瞬。

与此同时，在刚刚开通的最美沿
黄公路 S312上，郑州市民赵浩放慢
车速，路边的绿林、花圃、假山、小品
美不胜收，他感叹：“这不是一条公
路，而是一卷图画！”

九曲黄河，安澜壮阔。2019年 9
月 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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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的号召，为新时代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擘画
崭新的宏伟蓝图。

河南迅速行动，把生态保护修复作
为“先手棋”，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
着力构建完整的沿黄自然保护地体系。

5月 12日，记者走进郑州沿黄生
态廊道八堡村示范区。小叶女贞、针
叶松树、银杏、法桐、月季、雏菊、美人
蕉、紫蔷薇……400 亩的示范区内，
处处有花香，时时闻鸟鸣。

“为落实总书记‘治理黄河，重在
保护，要在治理’重要指示精神，郑州
市以‘S312 线及邙岭、黄河大堤’为
双线支撑，着力打造沿黄生态廊道。”
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负责人刘云峰介绍，今年起郑州

市实施沿黄生态廊道提升工程，西起
惠济区黄河大堤，东至中牟与开封交
会处，全长76.5公里。

“八堡村示范区是其中的重要节
点，为市民提供一个可沉浸式体验

‘生态保护+自然+黄河文化+慢生
活’的生态休闲去处。”刘云峰说。

沿着生态廊道一路向东，马渡观
河处，黄河水滔滔翻滚。

“沿黄生态廊道提升建设围绕黄
河惠民的原则，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挖掘
与现代生态景观的融合，加上便民服务
的各项举措，全面落实‘复合’+‘融合’
的理念要求。”沿黄生态廊道金水段工
程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方便市民近距离
观赏黄河，这里特别增设了步行回廊，
并且利用太阳能发电系统规划建设了
夜观黄河的路灯和服务驿站。

（下转第六版）

沿黄生态廊道映绿“幸福河”

游客在兰考县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左冬辰 摄

□本报记者 柯杨 曹萍

一组最新数据令人眼前一亮：河
南中医类医疗机构数量、开放床位数
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中
药材发展规模、产量、产值进入全国前
3位；四大怀药、南阳艾、豫西丹参等
中药材产业具有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中医药这么厉害呀！”5月
12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馆，一帮
前来参观的小学生发出惊叹。医圣张
仲景的故乡就在河南，“全国第一个县
级中医药管理局”1989年在邓州成立，
全省生产的中药材有2700多种……
听了中医馆工作人员的介绍，孩子们
增长了知识，也增强了自豪感。

目前，河南共有中医医院637家，
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开
设了中医科室。不仅如此，全省85%
的乡镇卫生院和 80%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都已开设了规范化中医馆，把
中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打通
了“最后一公里”。

“像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这些
常见病、慢性病，中医药治疗效果好，

而且方便实惠。”河南省卫健委中医处
的徐宏伟说。

3名国医大师、3名全国名中医、
4 名“岐黄学者”、72 名全国名老中
医……河南中医药界大家云集，至
今仍活跃着一批上年纪的中医名
师，比如 93岁的国医大师张磊、79岁
的国医大师唐祖宣、82岁的全国名中
医毛德西等。如今，他们衣钵有传：2
名青年“岐黄学者”，两批全省中医药
领军人物、青苗人才等异军突起，中医
药特色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河南向中
医药强省迈进的步履越发坚实。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将开展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活动，要
在全科医生队伍培训中，全面加大中
医药科目的融入力度，让更多中医药
人才把“根”扎在基层。

不久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
布了14家中药重点实验室名单，依托
河南中医药大学建设的“中药安全研
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上榜。

在河南这片沃土上，中医药科研
“大树”硕果累累，特别是建成了呼吸
疾病中医药防治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

心，全国仅此一家。去年，全省中医药
科研获得了两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6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从实验室到临床，传统中医药在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中，不断发扬光大，不
断“圈粉”。

很多人记忆犹新，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从第一时间建立中西医协
同救治机制，到全省印发中医药预防
方案，再到统筹全省中医药资源系统
化参与，河南进一步擦亮了“医圣故
里”的新形象。

一棵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
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在河南，
以南阳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正全力弘扬
中医文化，闯出教育、文化、医疗、产业
并重的中医药发展新路子。

从“医圣故里”到中医药强省，距
离有多远？河南“十四五”规划纲要给
出了答案：创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实施“仲景人才工程”，推进豫产
道地药材和优质中药材基地建设，推
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等等。传承中医文化、弘扬国药精粹，
河南正孜孜以求、不懈探索。③6

打好医馆+人才+科研“组合拳”

“医圣故里”传承创新续华章

□本报记者 刘婵

民宿升级改造打造乡村一日游
品牌，村里“空心院”变废为宝成“小
游园”，彻底解决“里争外欠”问题保
护村集体利益……随着换届结束，我
省新一届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迅速
进入角色，奋力当好基层发展的“领
头雁”。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
源。尤其是本次村（社区）“两委”换
届适逢“两个一百年”交汇、“两个五
年规划”交接，做好换届工作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根据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从
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3月，全省各
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指示
精神，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截至 3 月 30
日，全省51785个村（社区）全部完成
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两委”成员
302740名，整个过程严谨规范、平稳

有序、风清气正，一次性选举成功率和
党员群众参选率、满意率均为历届最
高。一大批党性强、作风正，有能力、
有情怀的优秀党员进入党组织书记队
伍，真正选出了好“头雁”、好“班子”，
换出了新气象、新活力。

加强党的领导
牢牢把握换届工作主动权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
好换届工作的根本保证。我省坚持
把党的领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建立完善齐抓共管“责任链”，确保换
届工作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省委常委会先后多次听取情况
汇报、专题研究换届工作，审议印发
《河南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方
案》。省委书记王国生出席全省村
（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会议并作动
员讲话，深入周口、南阳、商丘等地调
研指导，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扛稳主体
责任，像重视市县乡换届一样，高质

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省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

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制定出台换届
纪律、离任审计、质量评估等系列配
套方案，就总结试点经验、提高人选
质量、规范换届程序等加强调研指
导，传导责任压力，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到位。

市县乡党委扛稳换届工作的主
体责任、直接责任，坚持“书记抓、抓
书记”，主要负责同志一线督战、一线
指挥。600 余名市级领导干部挂联
县区、6300 余名县级领导干部包乡
走村、2万余名乡镇（街道）班子成员
全员上阵，逐一摸准吃透村（社区）情
民情，逐一研究解决重点村、难点村
相关问题，做到掌握选情心中有数、
解决问题应对有策。

根据党章和《关于党的基层组织
任期的意见》规定，从这次换届开始，
村（社区）党组织 5年一换届、一换管
5 年。为应对换届选举中可能出现
的各类风险隐患，（下转第六版）

头雁引领 群雁高飞
——我省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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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月季之乡”美名传

扫码趣味猜中药

我省数字乡村
建设成绩单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全省4.6万个行政村实现4G网络全覆盖

●农村家庭固定宽带普及率达到98%

●建成39个“三农”专题数据库

●汇集各类涉农数据6亿条
●形成“三农”服务“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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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黄河两岸生态廊道郁郁葱葱。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位于南阳市社旗县的国医仲景艾草产业园种植基地8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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