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组织90后飞行员走进中牟农耕
文化博物馆，在常香玉挂像前，李刚和90
后飞行员们，给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带来一
份特别礼物——歼-20战斗机模型。

“常香玉老前辈，我们是人民空军飞
行员，今天来参观学习，我们带来了歼-
20战斗机模型一架向您报告，新时代的
人民空军已经飞上了国产新一代隐形战
斗机歼-20，但我们始终不会忘记，当年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国威军威的米
格-15战斗机。您当年为志愿军捐献米

格-15战斗机的故事一直鼓舞着我们，
我们一定好好飞，建功蓝天，保卫祖国。”
90后飞行员任彦昭和刘洪江声音洪亮
饱含深情地汇报。

在农耕文化博物馆，李刚还与驻地
群众特别是军迷网友进行了交流活动，
感谢社会各界对人民空军和航空工业的
关心支持。

这次主题活动，让这些年轻飞行员
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在今后的训练
当中，我一定会牢记嘱托，不负人民的期
望，把自己锻造成为能打仗、打胜仗的飞

行员战士。”飞行员杨敬梓说。
每一次向党史的回眸，都是思想的洗

礼、精神的升华，据旅政治工作部负责人
介绍，结合年度大项工作和不同任务特
点，他们会定期组织开展主题鲜明的党
史学习教育，运用战地故事会、军营广
播、翼下课堂等方式，系统阐述“长征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等党史精
神谱系的时代内涵，鼓励官兵对准党史相
关故事和人物事迹，定位自己的军旅坐标
系，明确“向谁学、学什么”，持续激发继承
革命传统、奋斗强军征程的活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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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六十六）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勾绘出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
理想、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成为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价值
公约数”。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以 15项重点活动举措，架起核
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的桥梁。

从倡导到践行，从理念到行动，十三亿中国人将在十二
个词、二十四字划定的价值航标指引下，书写时代交给我们
的考卷。

“中原雄鹰”永远向党飞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了“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通讯员 完 备

听完毛兰成的分享，歼-20首飞试飞
员李刚感触颇深，“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熟练掌握技能，苦练杀敌本
领，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在开始自
己的分享前，李刚寄语年轻的战士们。

1985年开始学习飞行的他，一路见
证了中航工业、国家空军武器装备跨越
式发展。奋斗强军故事会上，李刚也向
飞行员讲述了试飞歼-10、歼-20 飞机
的体会，并分享一些技术细节。这些技
术交流，让现场的飞行员们受益匪浅。

1988年毕业后，李刚成为一名飞行
员，飞过歼-6、歼-7等机型，2000年他从
飞行员转岗成为试飞员，“从歼-10到歼-
11B、歼-15、歼-16，再到歼-20，这么多
年来我们见证了空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这
种光辉水平，亲身感觉到我们祖国国防事
业的强大、中国的强大。”李刚说。

“听了前辈们的分享，让我感受到人
民空军、人民军队的这种敢打必胜的信
念，除了来自不断升级的武器装备以外，

更重要的是精神鼓舞和传承，是一往无
前、不怕苦不怕牺牲的这种精气神支撑
着士兵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前辈们的
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不断激励着我，

今后我们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
奋飞，锻造决胜空天的杀敌本领。”故事
会后，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
队长张宪友说道。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冰心 张莹 文/图）“终于不用担
心从地里干完活儿回家一看又停
水了，洗把脸的水都没有。谢谢村
干部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实实在在
的好事！”昨日，正值农忙时节，看

到村干部在现场督促施工进度，中
牟县郑庵镇前杨村村民杨亚慧高
兴地说。

据了解，前杨村位于国道 107
西侧，是郑庵镇唯一一个“一村跨两
地”（中牟县和经开区）的老旧村庄，

虽隶属中牟县，但所用水电资源均
属经开区，国道107路面的拓宽，绿
化廊道的施工，导致村内经常性停
水，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影响。

新一届村支“两委”上任后，结
合郑庵镇正在开展的“学党史 办
实事”活动，决心办好“开门第一件
事”。通过多次到现场查看，镇党
委积极协调经开区办事处及绿化
单位和自来水公司进行现场办公，
排查村内所有点位水压、重新制定
沿途自来水管线，最终更换了输往
前杨村的 1900 米自来水主管道，
彻底解决了群众吃水用水问题。

郑庵镇党委书记曹西峰告诉记
者，下一步，郑庵镇将继续坚持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抓手，学
党史、办实事，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和
村干部切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聆听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惠）“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嵩箕大地，歌声嘹亮，这是日前
中原区须水街道付庄村30余名党员，在河南（豫西）抗
日根据地纪念馆前铿锵高歌时的热烈场景。

付庄村位于郑州西四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总人口
2600余人。当前，该村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

建好阵地平台，让党史学习入脑入心。依托村党
群服务中心，高标准打造党史展览馆，精心设置“百年
新辉煌”“学习新思想”“奋进新付庄”三个板块，作为党
员群众学党史、悟思想的重要阵地。目前，付庄村党史
展览馆累计接待党员群众1万人次。

用活本地资源，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先后组织
党员到二七纪念馆、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原英烈馆、任
长霞先进事迹展览馆等地，开展“瞻仰一次革命遗址、
聆听一次红色故事、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系列主题党日
活动。把准群众需求，让为民办事有声有色。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破解一大批难题。

付庄村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把党史学习教育的
成果转化为干好工作的“源动力”，继续奋发向上、担当
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郑州至八里沟、天界山
旅游直通车今日开通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

为进一步满足市民游客不断增长的探春踏青旅游需求，今日
起，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八里沟、天界山旅游直通车
线路。

八里沟、天界山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采用豪华大巴（中
巴）车型，每日一班，往返票价 40 元，八里沟往返车票加门票
79 元，天界山往返车票加门票 79 元，天界山往返车票加门票
加往返索道 149 元。

具体发车时间及站点：6：40，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地铁
5号线京广南路站 B 口原汽车总站售票厅）；7：00，绿城广场地
铁站 C 出口；7：30，紫荆山人民会堂门口；8：00，汽车客运北站
（刘庄地铁站 D2 出口）；返程发车时间及站点：17：00，八里沟
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

30余载翱翔蓝天
刀尖起舞，见证中国空军跨越发展

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次跨越时空的报告

办好“开门第一件事”
解决群众用水难题

四部门联合启动少年
儿童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红）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引导少年
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社会责任
意识，即日起，市妇联、市文明办、市
教育局、市环保局4部门在全市联合
开展 2021年郑州市少年儿童“心中
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

本次主题教育活动面向全市少
年儿童，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开展红
色主题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
因。结合少年儿童学生生活实际，主
题活动将分为“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
文化艺术品征集、“黄河童话之旅”

“身边的榜样”图文创作展示以及“多
样世界 幸福童年”自然笔记征集四
大系列分别开展。

具体而言，“童声歌颂 百年辉煌”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品征集活动，通过
品味红色经典、寻访红色教育基地、重
温百年征程、致敬革命英雄，引导少年
儿童充分参与、深入思考、积极表达。

“黄河童话之旅”系列活动将组
织少年儿童参加黄河童话大巡游、百
城百剧庆百年、庆祝建党百年儿童剧
展演等系列活动，引导孩子们感受、
领悟河南华夏文化、黄河文化以及中
原大地红色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身边的榜样”少年儿童图文创
作展示活动，将以“身边的榜样”为创
作主题，鼓励少年儿童关注现实、关注
普通人，发现身边的榜样，将立德树人
培育融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

“多样世界 幸福童年”少年儿童
自然笔记征集活动，将引导少年儿
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围绕生物多
样性开展自然笔记创作，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

按照计划，对本次主题教育活
动中涌现的少年儿童优秀作品，我
市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适时举办优秀作品展演。

打造主题长廊
弘扬二七精神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蔡琳芳）为更好传承红
色基因，推进党史学习宣传教育走深走实，二七区建中
街街道交通路社区积极发挥社区红色文化长廊作用，
打造一条独具特色的“二七精神”主题长廊，廊长 15
米，内容涵盖“三个二七”“二七精神”发源地、城市地标
承载记忆、红色基因世代传承等14块展板。

“将弘扬二七精神与党史学习宣传教育相结合，小阵
地撬动党史学习大能量。”昨日上午，交通路社区党总支
开展了党员活动日活动，社区党总支书记带领广大党员
走出室外，走到社区红色文化长廊跟前，以更加直观形式
了解“二七大罢工”跌宕起伏的历史。

通过党史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知史爱党、知
史明智，坚定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
力奋斗。

男子腿伤被困一线天
消防员抬担架上山救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4 月 18 日 11 时 28

分，登封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一名游客因腿
部疼痛被困卢崖瀑布一线天，消防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赴
现场开展救援。

当日12时 12分，消防指战员到达卢崖瀑布景区，准备好
救援装备后立即登山展开救援，经过近一小时的攀登抵达受
伤男子所处位置，此时受伤的男士仍不能行走。

18日凌晨 1点多，男子前往登封旅游，到达嵩阳书院后
选择了一条距离较长的徒步路线，进入卢崖瀑布景区登山过
程中，感觉右腿膝盖出现不适，因疼痛剧烈影响行走，为避免
情况恶化才选择报警。

“这个腿伸直不能打弯，打弯不能伸直。”这名 30来岁的
男士称，自己休息一个多小时腿部仍很疼痛，担心强行下山
难以控制身体平衡，而如果没有消防救援人员的帮助，可能
晚上也下不了山。

救援人员给男子提供饮食，又将男子转移入担架进行固
定，随即轮流平抬着担架，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成功将受
伤男子转运至山下。

郑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市民，天气转暖，景色变
美，市民在徒步赏景的同时，登山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屈膝
运动，膝关节承受全身的重量，可能会加重膝盖的负担，
希望大家在登山时做好热身，下山过程中要注意控制速
度，避免身体出现损伤，紧急时刻可向公安、消防及医疗
机构求助。

母爱伟大！
登封95后妈妈取骨救子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少歌 刘蕾）近日，登封
一名 95 后妈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位妈妈为了 4 岁的
儿子能够正常行走，果断地从自己身体里取出一块骨头
移植给儿子。

袁女士是一名 95后，一个月前，家人发现 4岁的儿子右
腿走路异常，医生诊断后说必须做手术。“刚开始家人以为
是小孩儿调皮受伤，所以走路异常。检查之后发现是小腿骨
头的尖端有一个病变。从医学角度来说，成年人可以取自己
骨头的一部分，植入挖出病灶的空隙部位。但是小孩儿太
小，骨骼还没有发育完善，从自己亲人身上取会更合适。”登
封市医院骨一科主任康永奇介绍。

确诊病情后，袁女士夫妇只有一个信念，赶紧做手
术。袁女士刚刚生二胎剖腹产手术一个多月，身体尚未
恢复，她丈夫便找到医生说希望取他的骨头。可医生认
为，从医学角度来考虑，取父亲的不如取母亲的，因为从
妈妈身上取算是同种异体骨，将来排异性小，更容易愈
合。最终，为让儿子尽早接受治疗，刚生完二胎一个多月
的袁女士，毅然决定取骨救子。在登封市医院骨一科，记
者见到了袁女士和她 4 岁的儿子。

“为了孩子，受啥罪都值得。当时我就想从我身上取
吧，毕竟我是大人，孩子太小，他承受不了。”袁女士说，

“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后，我特别害怕，路都走不成了，是救
孩子的力量支撑着我走进手术室的。”历时 3 个多小时，母
子手术成功完成。

目前母子二人已经转入普通病房，没有出现排异反应，
正在医院接受后续康复治疗。

康永奇说：“孩子妈妈的情况比较特殊，刚剖腹产一
个多月。事先，我们也咨询过妇产科医生什么时间做手术
合适，根据妇产科医生的建议，时间合适后，我们才做的手
术。从术前影像学检查的结果预估了一下，手术后她缺
损的骨量有十二三毫升，大概是 3 厘米长，这个量是比较
大的。”

“我来骨一科这几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例，我现在也
是一个新手妈妈，知道他们的事情后，心里非常感慨，天底
下，恐怕只有父母才能为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吧，希望他们
能够尽快康复。”骨一科护士韩艺阳激动地说。

身边正能量

年轻飞行员群体和毛兰成合影留念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更换自来水管道施工现场

在郑州，驻扎着一支被誉为“中原雄鹰”的空军部队，他们有辉煌战绩，有强军实绩，有高远追求，有坚定信念……
这支部队就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4月17日、18日，空军某空防基地老战士报告团团长、歼-20首飞试飞员，以及参加过庆祝建军90周年沙场阅兵
的空军90后飞行员，这些强国强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这里共同开展了一场名为“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

三代人的初心对话让“蓝天航程党指引，人民群众是靠山”的革命精神跨越时代，代代相传。

30余载风雨兼程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历史使命

在“永远跟党走”活动现场，年近 80
岁的空军某空防基地老战士报告团团长
毛兰成与 90 后飞行员亲切交流，并在
90后飞行员的带领下，现场参观了歼-
10B战机。

“看到我们现在的部队装备上这样先
进的战机，而且下一步还要更先进，我为
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国防实力的增强感到
骄傲和自豪。”登上战机舷梯，毛兰成激动
不已，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军旅生涯中几
件难忘的事情，并勉励新一代飞行员在装
备不断升级的当代要“钢多气更强”。

在 17日上午组织开展的奋飞强军
故事会上，毛兰成展示了两本飞行日志，
这两本日志跨越两个时代，其中的点滴
带领战士们走进了不同的背景下，中国
空军决胜空天的英雄故事。故事会上，
毛兰成全程以笔直的站姿热情饱满地向
大家作报告，聆听的官兵无不感动、激
动，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据介绍，毛兰成所在的老战士报告
团，成立于1986年 10月，初始成员都是
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拥有56年党龄
的毛兰成是第三任团长。35年来，他们
以“战争亲历者、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不
辞辛劳奔波全国，进行我党我军革命传
统教育。

看到如今这些年轻的面孔，想到一
代代的飞行员为祖国的事业前赴后继，
毛兰成感慨万分。“这些年轻一代能有
这样听党话、跟党走的心愿和决心，我
相信他们一定能为我们党够创造出下
一个百年的辉煌。”他希望，年轻官兵学
好百年党史，弘扬光荣传统，锻造优良
作风，争做破阵攻防的尖刀，空中格斗
的勇士，永跟党走的标兵，让中原雄鹰
飞得更高、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