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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 鹏 实习生 任婷
婷）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全
省教育大会精神，提升我省高校学生管
理工作水平，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近日，省教育
厅在商丘师范学院举办2019年全省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校级领导培训班。全
省高校 140多位负责学生工作的高校领

导参加培训。
教育部学生司综合处处长唐小平、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商丘师范学院
校长司林胜等专家分别做了专题报告。
专家们从不同层次和多个角度对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理念和新思想，分
享了研究的新成果。

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培人员
一致认为，本次培训内容有高度、有深

度、有温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对于谋划新时代高校学生工作、推
动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
指导意义。

全省高校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突出政治属
性，着力加强党对学生工作的全面领
导；突出战略任务，着力提升高校立德
树人成效；突出服务意识，着力打造务

实的学生工作干部队伍；突出改革创
新，着力提高学生管理服务能力，坚定
信心、埋头苦干，在助力中部地区崛起
中奋勇争先，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
后，全体学员观看了由商丘师院原创的
商丘首部地方文化品牌特色民族歌剧
《应天书院》，并赴淮海战役纪念馆进行
了参观和教育。

本报讯（梁 磊 郑继龙）近
日，民权县交通运输局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强化措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提升政治站位。通过开展主
题教育，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贯彻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
重大决策部署，确保主题教育高
质量推进。提高认识。要从政治
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意
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
绷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这根弦，
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的主导权。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加大正面宣传，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占领意识形态的主阵
地，传播正能量，大力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调研河南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局
党组的统一领导，各支部书记齐
抓共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形成以上率下、齐抓
共管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全省高校学生工作校级领导培训班在商丘举办
本报讯 （杨 玲 玲） 10 月 28

日，备受瞩目的“2019年河南·民
权第五届制冷装备博览会”在梦蝶
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民权县供电公
司抽调专人积极服务冷博会用电。

为确保冷博会顺利召开，民权
县供电公司积极与会展主办方进行
对接，提前制订了第五届制冷装备
博览会保电方案，合理调整电网运
行方式，优先保证冷博会相关活动
现场用电。抽调 120余人成立了领
导组、保电组、应急组、宣传组、
后勤组和督导组，明确保电任务及
相关人员职责，对保电人员进行了

定点安置。同时，营销、运维等人
员对所辖输、变、配等电网设备进行
了拉网式巡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对涉及冷博会召开的会展中心、接
待酒店等重要场所开展了专项检
查，对发现的用电隐患及时下发了
整改通知书，并督促客户开展整改，
确保冷博会期间的安全用电。

“去年好像就是你们给我们接
的电，今年又见面了，都成老朋友
了。去年我们就在这签了一个大
单，今年我们又来参展了。”澳柯
玛电器展厅负责人见到保电人员激
动地说。

民权县供电公司

积极服务冷博会

乡村振兴在行动

10月 23日，天刚蒙蒙亮，一场淅
淅沥沥的秋雨过后，空气清冷了许多。

“豆腐，卖豆腐嘞！郭家嘞豆腐！
还有豆浆、豆腐脑。”这熟悉的声音，
响遍民权县林七乡周边十里八村，也
温暖着一大早晨练的村民。然而，叫卖
声不是卖豆腐的人随时喊出的，它是从
一辆白色小轿车上循环播放的录音。

“卖豆腐嘞，别慌着走，买两块钱
嘞。”正在遛弯的邻村村民朱道清，惊
奇地叫停了白色小轿车，“我活了 60多
岁，见过骑自行车带个筐卖豆腐的，也
见过开辆电动三轮车卖豆腐的，可开着
小轿车卖豆腐的，俺还是第一次见到！
没想到卖个豆腐也能发家致富。”

播放录音里提到的“郭家”，即是
林七乡李岗村郭家亮家。白色小轿车
是他家新买的，开车的是他的儿子，
称豆腐的便是50岁的郭家亮。

做豆腐能发家致富？在农村，如
果这样说，很难有人相信，做豆腐不
仅费时间，也很辛苦。因为都是每天
早上叫卖，天不亮就起来忙活。别小
看那白花花的一块块豆腐，做起来工
序非常复杂，首先将豆子磨成浆水，
然后开始煮豆浆，在里面放一定的卤
水，最后压成豆腐模型。忙活一整
天，也不一定能卖完，郭家亮咋能靠
卖豆腐发家呢？

1988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的
郭家亮，拎过泥兜子，当过民办教

师、保安、清洁工。1993 年结婚分
家，这一年过春节，家里连一斤肉都
买不起。随着两个孩子的相继出生，
郭家亮更发愁了，他整天琢磨着，必
须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媳妇对他
说，咱做豆腐卖吧，俺娘家就是做豆
腐的，只要把豆腐做好了，也饿不着。

2002 年，他家刚开始卖豆腐时，

只是做个 10 多斤，吆喝几个村没人
理。后来，他撵着人家让试吃，相不
中豆腐不要钱，要是相中豆腐了，愿
啥会买就啥会买。由于他家做的豆腐
香甜可口、白嫩细腻，而且筋道、翻
炒不烂，时间长了，三里五村的村民
都认可了，生意也慢慢好了起来，“由
开始的 10多斤试卖，到后来的一天卖

200多斤，方圆几里都夸俺郭家的豆腐
好吃。”回忆起当初卖豆腐，郭家亮的
妻子由心酸到自豪。

郭家亮是念着“豆腐经”实现致
富梦的。2014年，郭家亮把三间旧房
子拆建成三间两层楼房，卖豆腐的破
自行车换成了电动三轮车，又盖了一
个 80多平方米的豆腐作坊，同时又添
置了先进的做豆腐工具，开始兼卖豆
浆、豆腐脑。由于挣钱多了，郭家亮
整天唱着过。

“现在，超市、学校、厂子里都要
俺的豆腐。下乡卖得也快，农村人不
缺钱，各村又都是水泥路，而且村村
通，户户通，不像以前那样，坑坑洼
洼，一下雨，推个豆腐车子累得半
死。今年俺又买了一辆价格不贵的小
轿车，省事多了，一天能卖 400多斤，
一斤 2块 5，算上豆浆、豆腐脑和豆渣
的利润，一天净挣个几百块不成问
题。”说起如今的收入，憨厚的郭家亮
甜蜜蜜地笑着。

上高中时，郭家亮就喜欢读诗、
写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闲暇时，
他写了许多歌颂新时代的赞美诗，“虽
然我写的都是一些顺口溜，也不是什
么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但是，俺一家
人过的生活，绝对是诗意生活；诗里
赞美的党和政府，绝对是真正的诗。”
幸福感满满的郭家亮，道出了心中最
美的诗。

民权县林七乡李岗村村民郭家亮

念着“豆腐经”实现致富梦
□ 朱光伟

今年，宁陵县阳驿乡
朱屯村的朱向东老汉所栽
种的 5 亩冬枣，初挂果就
卖了近1.5万元，他数着这
大把的票子，开心地笑了。

今 年 67 岁 的 朱 向
东，一家三代人住在一个
大宅院里。沿沙河的农家
好 种 树 ， 上 世 纪 60 年
代，这个宅院的主人在院
子里种上榆树、槐树，这
些树长成大树后，年年吐
绿叶，开槐花，缺米少粮的
朱家每到春荒，就用它填
饱肚子。朱向东说，一家
人靠这些大树有了活命。

上世纪 80 年代，农
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朱
向东家有了承包地打的粮
食吃不完了，攒下钱用来
盖房的老朱家就用榆树当
梁，伐下槐树当檩盖起了
新屋。大树伐了要栽啥
树，有远见的朱向东就说
吃糠咽菜的日子过去了，

咱就在院子里栽果树。
那年朱家就在院子里育上桃、杏、李

子、梨树苗和石榴苗，次年春这些果苗就
栽到院子里。过了三五年，在老朱院子里
先是杏花开，桃花红，接下来又见梨花白。
到了夏天，一棵石榴树花开红胜火，蝴蝶飞
舞，蜜蜂采蜜，朱家的院子成了人间乐园。
从那之后，一家人年年都能吃上甘甜的水
果。朱向东还把吃不完的果子送亲送邻，
拉到市上去卖，他说这种日子比蜜还甜。

进入新世纪后，朱屯村里发生许多有
意义的事，其中有一事引起朱向东的重
视。2014年春，一位叫郭学明的青年来到
本村承包百亩荒地种上了富硒冬枣，两年
后这些冬枣树就果压枝头并在初冬季节成
熟。这时豫东大地鲜水果已卖尽，这种冬
枣就卖到10元、8元钱一斤。

看到这一情景，朱向东也想种冬枣，
郭学明就来帮助他，朱向东从小郭那里弄
来千棵枣树苗种在 5亩荒地上，他家里的
小果园虽还在，可沙滩上的大果园才成为
他增收的希望。目前在沙河滩上种冬枣的
不只是朱向东一家，而是家家户户，这几
年他们沿沙河种下 400亩冬枣，才造就这
大片果园，使沙滩变为了美景。这些“摇
钱树”成为朱屯村人发家致富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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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6日，游客在宁陵县刘楼乡陈庄村菊花园里赏花。眼下，刘楼乡精心打造的菊花陈庄新农村，街道两
旁、房前屋后、庭院里、田园里一簇簇鲜花尽情绽放，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菊花香味，整个村庄如同一片
花海，引得周边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游览观光。 吕忠箱 摄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10月
28日上午，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以《提高政治站位，狠抓措施落
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为
题，为全局党员干部职工上了一
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党课。

党课从提高政治站位、全面
从严治党、狠抓措施落实等三个
方面深刻阐述了践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
价值与意义，结合该局工作实
际，进一步明确“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主要内容和

要求，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他要求，要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抓好主题教育活动与业务工
作相结合，达到双促进。全局党
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
实的作风举措，扎实推进主题教
育活动开展，不断展示全市农业
农村工作的新气象、新作为；要
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以追梦人不懈
奋斗的姿态，扎扎实实地贯彻落
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
署，为实现全市“三农”工作更
加出彩做出新贡献。

市农业农村局

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开讲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通讯
员 孟庆慧） 近期，商丘移动在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以“四个务求”扎实做
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研选题务求“准”。分公
司党委提前明确调研选题，结合
当前经营发展短板，经过充分讨
论，最终将本次调研选题聚焦在
企业党建，宽带营销能力、渠道
销售能力提升，区域客户经理管
理和客户服务方面，做到调研选
题与当前中心工作目标一致、方
向一致、步调一致。

调研作风务求“严”。党委
成员每人选择 2至 3个县区分公
司开展专题调研。公司负责人带
队赴睢县分公司调研业务办理、
区域分包、家宽装维支撑、信用购

等情况。班子成员带着问题，带
队深入到县分公司城区、乡镇营
销中心、营业厅和社会渠道，通过
走访、座谈交流了解基层实际。

调研层次务求“深”。在深
入基层一线中发现的能够立行立
改的问题和需要支撑的事项，责
令相关部门限时整改和提供支
撑。做好基层反映情况和数据的
分析，由表及里、由点到面地梳
理、分析，提出解决实策。

调研成果务求“实”。一方
面，注重调研后提出意见建议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实现建言建在
关键处，献策献到点子上；另一
方面，调研工作更加着眼于解决
实际问题，将调研建议从纸面上
落到行动中，促进调研成果的落
实和转化。

商丘移动

“四个务求”开展调查研究

10月31日，夏邑县歧河乡张桥村村民张建峰与妻子
一起给羊上饲料。该村在县改善人居环境办驻村第一书
记崔熙和驻村队员的帮扶下，大力发展养殖、种植、加
工等扶贫产业，2018 年全村已有 154 户 379 人脱贫致
富。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0月31日，虞城县大侯乡岳杨楼村村民高业雨在大
棚里查看草莓长势。近年来该乡引导农民变冬闲为冬
忙，栽种优质草莓、冬桃等高效林果，取得良好经济效
益，已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主要渠道。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郭家亮开着小轿车走家串户卖豆腐 朱光伟 摄

本报讯（刘娜 程珊珊） 10
月28日，夏邑县交通运输局举办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演讲比赛，演讲比赛以传播
交通感人故事、弘扬交通先进典
型为主旨，激励广大交通人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参赛选手紧紧围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结合
本职工作，深情讲述了革命先辈
和时代楷模的光辉事迹，用身边
典型、生动事例、感人故事，阐

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重要意义。通过选手们声情并茂
的演讲，一个个坚强团结的集体
和鲜活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一
幕幕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奋斗
场景浮现眼前。

此次活动是夏邑县交通运输
局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活动很好
地检验了主题教育的学习效果，
展示了交通职工干事创业和乐于
奉献的时代精神。

夏邑县交通运输局

主题教育演讲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