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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七十一）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在北京大
学提出青年要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在上海考
察工作时强调“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北
京民族小学寄语孩子们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
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升到
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高度，强调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国家需要价值
导航。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勾画的正是人生奋斗
的梦想之舵、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以“乡村旅游+”为载体
打造红色主题教育游专线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张倩）昨日
上午，随着 3台发往新密牛店镇助泉
寺村的大巴载着近 200 余名游客从
郑州交通旅游集散中心出发，标志着
以“学史增信明理、畅游美丽乡村”为
主题的郑州“美丽乡村万人游”系列
活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郑州
二七纪念馆讲解员李佩希为大家生
动讲述了红色故事。

此次活动由团市委、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新密市委办公室主办，新
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新密市牛
店镇政府、市旅游协会、郑州交通运
输集团承办。

据了解，“美丽乡村万人游”活动
旨在推进美丽乡村精品村、示范村建

设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交通融
合乡村旅游，以旅游促进乡村振兴，
让更多人享受乡村振兴的成果。有
关部门将以“乡村旅游+”为载体，深
度整合党史学习、红色教育、文旅特
产、乡村民宿等资源，策划推出系列
活动。以“党史学习教育+美丽乡村
游”为核心元素，此次走进新密市牛
店镇助泉寺村文旅活动旨在带领群
众走进乡村，接受红色教育、感受美
丽乡村。

据了解，根据不同群体需求，除
推出以自然风光、密玉文化为主题
的市民观光美丽乡村文化休闲游
外，相关部门还将针对企事业单位、
学校团体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增加皮

定均抗日纪念馆、中原豫西抗日纪
念馆等红色教育线路，以丰富“党史
学习教育+美丽乡村旅游”主题活动
内涵。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相关条件成熟的情况
下，我市共计划开通 10条美丽乡村
旅游直通车，以新郑、新密、荥阳、巩
义、登封、中牟为主要目的地，围绕

“沿黄生态文化观光旅游带”和“大嵩
山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区”以及多个红
色旅游景点，以美丽乡村精品村、各
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为目的地，串联起
沿线主要景区及红色旅游目的地，为
群众打造便捷的乡村旅游及红色主
题教育游专线。

“百年祝福”立体花坛亮相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张敏 文/图)昨日，绿城广场“百年

祝福”大型立体花坛正式亮相（如图），用园林特有的方式为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献上“贺礼”。

立体花坛长20米、宽 4.5米、高 6米。立体花坛由五组拱门组
成，以红、黄为主色调，使用四季海棠绿叶红、金叶假连翘、绿叶玫红
等植物进行装饰，中间拱门垂挂红色中国结，两侧拱门垂挂球形结
构，映衬醒目的“建党百年”四个大字；平面花坛使用石竹、木茼蒿、
美女樱、天竺葵等花卉组成彩色花带，营造了庄重热烈的景观氛围。

党史教育接地气
志愿服务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颜冰）“欧刚烈士是
荥阳城关高袁寨人，1939年参加山西抗日新军决死三
纵队，1944年秋到荥阳、汜水一带工作。当时荥阳县
抗日民主政府和二区区部都设在咱崔庙车厂村，欧刚
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崔庙镇党史教育志愿者宣
讲队宣讲员马平沛从发生在崔庙的红色故事讲起，很
快就让听课的党员群众产生了共鸣。

“欧刚烈士的事，我知道。”老党员王玉枝今年 88
岁了，说起这些事，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那时候都
准备过年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就牺牲了……”一堂
课下来，两个多小时，没有人离场，大家都静静地听
着。“如果不是这堂课，我根本就不知道咱崔庙还有
这些历史。”郑庄村支部委员王晓绘说，“党史教育不
能缺失，要把党史教育作为日常学习来抓，让大家都
知道历史。”

据悉，崔庙镇为彻底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
里”，采取了农村大喇叭讲党史、播放红色歌曲，各支部
组织党员从书本上学、观看红色经典影片、参观红色教
育基地等形式。

为增强学习效果，崔庙镇决定从“最后一公里”的
末端抓起，把党史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乡村振兴、新
时代文明实践等工作结合起来，成立“党史教育志愿者
宣讲队”，邀请荥阳市委党校退休干部、崔庙镇教育系
统退休老教师、机关年轻党员志愿者加入进来，为辖区
支部、企业的党员、干部、职工义务讲党史、上党课。自
3月下旬成立以来，宣讲队已进机关、村组、企业讲党
课20余次。

社区党史小课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慧）5月 13日上

午，党史小课堂在中原区绿东村街道陇西社区开讲，社
区工作人员围坐在87岁高龄的廖兴秀老人周围，听老
战士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

1952年 11月，还在卫校读书的廖兴秀随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 1 军开往东北边境，12 月从吉林辑安穿
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随着离前线越来越近，伤
病员逐渐增多，部队医疗队随时搭起帐篷进行紧急
救治。当时只有 18岁的廖兴秀总是背伤员到临时救
治点进行救治，咬牙坚持不喊苦不喊累。“这些伤员
如果能早一分钟得到救治，就会多一分希望。”廖兴
秀讲述道。

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廖兴秀经受了血与火的
考验，由于她工作表现突出，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
1958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抗美援朝的历史
使命，廖兴秀随同最后一批回国的部队返回了祖国，光
荣地完成了抗美援朝医疗救治的神圣使命。

伴随着老人的深情讲述，大家都仿佛重回到那段
峥嵘岁月，深深地为老人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历史就
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更要好
好学习党史，深刻理解革命战士们身后的故事，从党史
的浩瀚海洋中汲取矢志不渝的信仰追求，收获奋勇前
进的精神力量。”陇西社区工作人员激动地说。

建党100周年红色
专题展览征集展品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从河南省图书馆获悉，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该馆特别策划“建党100周年红色专题展览”，
即日起至6月 10日，面向社会开展红色主题征集。

该展览以实物、图片和文字等多种形式，展示反映建党百年征程
的历史文献与书画作品，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伟大成
就和宝贵经验，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职能。

此次征集的实物类展品包括专著、书信、笔砚、印章、稿件、入
党申请书、各类荣誉证书、委任状、奖章，以及各个革命时期的各种
证件、战利品等；文献类包括手迹、相片、政府档案、政令、字据和书
籍、书法、绘画、重要知情人的采访记录、影像资料等。应征展品需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保存状况较好，适合展出。

市财政局：

严密组织全力做好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2021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高级资格
考试郑州考区考务工作管理，13日上午，市财政局组织召开考务
工作暨考点负责人培训会议。

今年会计考试郑州考区初级近 12.4万人、高级近千人，人数
再创历史新高，共安排14个考点、300多个考场举行。

会上对组考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等提出具体要求，对全力做好
2021年度考试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与 14个考点学校签订工作
责任书；市人社局、卫健委（疾控中心）分别对考风考纪、疫情防控
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扎实细致地开展考前考场网络、硬件环境测
试、考场环境检验、系统压力测试、硬件设备检测等工作；严格工
作纪律、严密组织，强化入场检查，严格做好体温检测等防疫工
作，做好入场考生身份核查；积极推进“人防”“技防”深度融合，
探索考场、视频“双监考”制度，提升考场视频监控覆盖率；切实
增强服务意识，做好考场引导等工作，协助考生顺利考试。

（叶章林）

大别山故事催人泪下

民族歌剧《银杏树下》昨晚上演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作为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
联 共 同 举 办 的“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
剧目之一，昨晚，民族歌剧《银杏树下》在
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如图）。大别
山儿女的感人故事，给观众带来一场心
灵的视听盛宴。

《银杏树下》是一部讲述大别山革命事
迹、致敬大别山精神的红色剧目，该剧由河
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阳
市委、信阳市人民政府、北京保利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大别山干部学院、河南歌舞演艺
集团联合出品。先后被列入 2018年度河
南省艺术扶持基金资助项目，2019年度河
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重点创作剧目，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
百部’重点剧目。

该剧故事取材于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大
别山革命老区，以红二十五军长征为主线，
采用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
作手法，立足当代，回望历史，讲述了洪姑
和红二十五军五个娃娃兵之间可歌可泣、
感天动地的故事，表现了党和人民生死相
依、不离不弃的血肉情感，深刻诠释了坚守
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的大
别山精神。

该剧汇聚了编剧朱海、作曲捞仔、
总导演黄定山、指挥王燕等业内顶尖力
量。女主角洪姑由中央歌剧院女高音
歌唱家王庆爽担纲。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王 雪 、韩 秋 骏 、田 玉
仟、尉欢、胡潇阳、朱昌铭等饰演“娃娃
兵”等角色。

据了解，为了排演《银杏树下》，河南歌

舞演艺集团歌剧团、交响乐团、舞蹈团精英
尽出，联合郑州师范学院合唱团组成了近
300人的庞大演出队伍。该剧于去年10月
在信阳罗山启动开排，去年11月14日晚在
河南艺术中心试演，今年4月启动加工提高
复排工作，主创团队根据专家领导意见对
该剧进行了多处修改。修改提高后的《银

杏树下》故事更凝练，舞美更精致，细节更
丰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重点扶持剧目”
指导专家和广大群众一起观看了昨晚的演
出。现场观众反映强烈，掌声不断。其中，

“换子”“梳头”“回乡”等场面震撼人心、催人

泪下，不仅观众被深深打动，专家也纷纷盛
赞《银杏树下》“作品立意高，民族特色浓，舞
台呈现美，导演手法新，演员表演真，是近年
来全国歌剧舞台少见的力作”。

据悉，16日至 17日晚，《银杏树下》将
在河南艺术中心正式首演，随后将在省内
各地巡回演出。

专题图片展现百年辉煌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更好地营造“学党史、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浓厚氛围，5月
13 日下午，二七区一马路街道陇海
大院在精神展示馆开展为期一周的

“百年奋斗路，启航新征程”庆祝建党
100周年专题图片展。

此次图片展由 91岁高龄的离休
老战士张利修集毕生之收藏，精心设
计。张利修有着 35载军旅生涯，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流动露天展览馆”、

党的义务宣传员。他 20 多年如一
日，坚持义务举办图片展，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分为党史
创建、党代会简介、党史上重大事件、
党史典故、人民军队等五个篇章，图
文并茂讲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带领全国人民奋斗崛起的伟大历
程，展现了祖国在发展进程中的奋斗
往事、感人场景及鲜活事例。

现场人员认真观看展板，深刻
领会“学习国史党史是必修课”的

重要内涵。大家表示，展板内容很
丰富，扣人心弦，让大家进一步增
强对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
进一步凝聚实现“奋斗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

陇海大院社区党委书记孙强表
示，通过回顾党的伟大历程，更加坚
定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要
把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出来
的热情干劲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去，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学党史、感党恩。
昨日，管城区春晓小学
举办“笔墨丹青心向
党 我手我心绘党恩”
教师书画比赛活动。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残疾人乘公交不便
好车长背其上下车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徐涵）停稳公交车，走出
驾驶位，把坐着轮椅的乘客背上车后，回到驾驶室重新启动
车辆……12日，一连串看似普通的职业操作，公交 100路车
长杨丽敏做得行云流水。

12日 16时左右，100路车长杨丽敏行驶至云杉路锦葵街
时，发现一名坐着轮椅的女孩想要上车。因路边停有其他车
辆，公交车后门的无障碍通道无法打开。杨丽敏随后走出驾
驶室，在乘客的帮助下，将女孩成功背上了车，安顿好这名女
孩后，杨丽敏主动询问对方要下车的站点。十几分钟后，公交
车到了女孩需要下车的站点，杨丽敏将车辆停稳，起身到车后
门位置，打开翻板，先将女孩的轮椅送下车，在乘客的帮助下，
又将这名女孩背下车。女孩一再向车长说“谢谢”，并拿出一
瓶香薰欲送给车长，被婉拒。

事后谈起这件事，杨丽敏笑着说：“作为一名公交车长，我
干的就是服务工作，老弱病残孕都是我们重点关爱的对象，主
动关爱特殊群体，让这些出行不便的市民享受到更优质的公
交服务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是一件平常事，更是每一位公交
车长的职责所在。”

身边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