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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12
月 21日至 22日， 中国先秦史学会龙
文化研究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在淮阳
举行（如图一）。来自全国各地的 20多
名资深龙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齐聚淮

阳，共同探讨龙文化 ，为龙文化保护
传承开发献计献策。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宫长为，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
心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常胜刚，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席李庚香 ， 中国宋庆玲基金会顾
问、 中国国礼书画院副院长习九新，
CCTV 发现之旅频道 《人文中国》栏
目主编常胜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平粮台管理处特聘专家曹
桂岑 ， 北京龙文化促进会会长龙黔
石，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协会执行主
席兼秘书长、舞龙舞狮国际裁判黄益
苏，河南省法制建设研究会党支部书
记、 中国法制文物鉴定专家刘海宽，
周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席史豪，中国先秦史学会龙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万世翔
龙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姬

明忠，中国龙文化物品收藏 、十二生
肖收藏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

和保持者黄晓静，以及淮阳县领导王
毅、李守运等参加年会。

中国·淮阳龙文化书画展 （如图
二）、 龙文化书画展展品捐赠拍卖仪式
（如图三）、朱丘寺———羲城遗址专题研

讨会（如图四）、中国·淮阳龙的传人祭
祀中华龙祖太昊伏羲氏大典等活动相

继举行。
学术年会上，淮阳县长王毅致辞，

并向关心支持淮阳和龙文化研究工作

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会长马宝善颁

发了淮阳县荣誉市民证书。 会议总结
了中国先秦史学会龙文化研究会成立

以来的工作，部署了明年工作任务。李

庚香在讲话时提出， 伏羲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之根， 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伏
羲文化， 向社会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
魅力。 宫长为说，本次年会的召开，充
分体现了龙的传人正在身体力行地传

承伏羲文化，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明天奋

勇前进。
CCTV 发现之旅频道《人文中国》

栏目对本次年会进行了网络直播。
在朱丘寺———羲城遗址专题研讨

会上，曹桂岑说，1980 年，他曾带队对
朱丘寺出土的部分文物进行了鉴定，
发现了新石器早期的珍贵文物和建

筑墙基，通过与《水经注》中的记载进
行对照， 认为朱丘寺地下有可能埋藏
着伏羲建造的第一个 “城市”———羲

城。如果这一判断成真，将对伏羲文化
的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0多名专家一
致认为， 文物部门应尽快实施对朱丘
寺的发掘， 以印证其建筑年代和文物

价值。
据了解， 本次学术年会由中国先

秦史学会龙文化研究会、 周口市伏羲
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 淮阳县
龙文化研究会、淮阳县羲城中学、北京
万世翔龙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北京龙文化促进会书画院、淮阳县
陈州鸿儒书画院、 淮阳县外国语实验
小学、淮阳县文化馆、淮阳县老虎雷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 淮阳县泥泥狗协会
协办。 ②9

专家学者齐聚淮阳寻根谒祖话羲城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12 月 18

日下午 ， 淮阳召开贫困县退出市级初
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暨脱贫攻坚

第三十三次推进会 。 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通报贫困县退出市级初审反馈问

题，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问责 ，
部署市级初审反馈问题整改和迎接国

家 2018 年度脱贫工作成效考核工作 。
县领导马明超、王毅 、岳新坦 、苏中林 、
马自成 、谢留定 、冯涛 、王之梦 、张文
峰 、耿党恩 、刘淑杰等出席会议 。 县长
王毅主持会议。

县委书记马明超在讲话中指出 ，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 各级党委和政府
必须把精准脱贫工作作为政治任务 、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 坚定
不移地抓好抓实。

马明超要求 ， 全县上下要清楚认
识脱贫工作现状。 近年来，淮阳县围绕
贫困县摘帽的既定目标 ，努力工作 ，在
乡镇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是仍存在危房清零不彻底等问题 。
所以，要全面迅速整改存在问题 ，为迎

接下一阶段考核做好准备 ， 为脱贫摘
帽奠定基础 ，着重在提升 “三率一度 ”、
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 ”等方面下功夫 ；
要严明工作纪律 ， 继续加强督导与暗
访， 纠正各级干部在扶贫工作中的形
式主义 、官僚主义 ，督促贫困县退出市
级初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落实 ； 对完
不成贫困县退出核心指标的责任人 ，
按照奖惩办法从严追责问责。

马明超强调 ， 脱贫攻坚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 全县党员干部要珍惜当前
有限的时间 ， 切实增强责任感 、 紧迫
感、使命感 ，抓紧时间 ，落实整改 ，争取
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把问题整改到位 ，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级复审和国家抽

检。
会上 ，副县长王汝凌宣读了 《淮阳

县贫困县退出市级初审情况通报 》，传
达了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考核办法 》；县委常委 、纪委书记 、
监委主任王之梦宣读了 《关于问责贫
困县退出市级初审工作中问题突出单

位责任人员的通报 》；问题突出单位负
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②9

淮阳召开贫困县退出市级初审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贾西
伟) 12 月 21 日下午，县委书记马明超采
取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户的方式，到临
蔡镇聂寨村、 黄集乡胡王村暗访督导脱
贫攻坚工作。

当天，马明超先后到聂寨村、胡王村
查看村容村貌、人居环境改善等情况，并
深入部分农户家中， 了解驻村工作队工
作开展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 马明超组织召开了现场办公
会， 听取了两个乡镇负责人对贯彻落实
省、 市、 县脱贫攻坚推进会议精神的汇
报， 反馈了暗访中发现的无人居住户标
注不全面、 驻村帮扶走访不够深入细致

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并对问题整改提出
明确要求。

马明超指出，聂寨村、胡王村群众对
驻村工作队的工作较为满意， 但在工作
落实及驻村帮扶成效上， 贫困村要好于
非贫困村， 所以要补齐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短板。

马明超强调， 在工作推进落实和问
题整改上，乡、村两级及驻村工作队一定
要自我加压、严格要求、拔高标准，紧盯
每个环节细节，对标最高最好，抓住有限
工作时间，把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确
保不留死角， 迅速提升淮阳县脱贫攻坚
工作整体质量和水平。 ②9

马明超暗访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

雪松 ) 12 月 21 日， 县长王毅深入冯塘
乡朱贾庄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 县扶
贫办及相关乡镇负责人陪同调研。

当天 ，王毅一行边走边看 ，深入了
解危房清零 、 老人户合户 、 边缘户整
改、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情况 ，并实地
到老人户合吃合住家庭进行查看 。 在
困难群众家中 ， 王毅详细了解其就业

状况、工资收入，以及生活状况等。
王毅强调 ， 脱贫攻坚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 各有关
部门要充分利用好一系列脱贫政策 ，
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 从而带动更多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同时，要做好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 、垃圾清理清运等工作 ，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 ， 切实改善乡村面
貌。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 12 月 17
日，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召
开。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扎实开
展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各有关部门在

污染防治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全县生态
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但也要清醒
地认识到，污染防治攻坚任务重、污染
防治攻坚合力不够等问题，打赢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任务依然艰巨。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围绕重点环节抓落实。 一要
强化大局意识。 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
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坚决落实到位。二

要强化目标意识。 要紧盯目标任务，强
化各项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工
作落实。对于不能按照要求履行环保职
责的单位，对于推进不力、不能按时完
成目标任务的单位，实施责任追究。②9

王毅到冯塘乡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淮阳部署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华伟 ） 12 月 22 日上午 ， 县食药监局
携手河南辉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天
地酒业有限公司等 6 家爱心企业在
黄集乡青谷堆村举行捐赠活动。

活动中，6 家爱心企业为该村捐赠
了电视机、面粉等慰问品，以及 6 万元
现金，用来表彰“好婆婆”“好媳妇”“五
好家庭”，慰问老党员、贫困户等。

今年以来 ，县食药监局驻青谷堆

村工作队认真贯彻落实县委 、县政府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 ，
在局党组的指导下 ，抓党建 ，更好地
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抓宣传 ，提高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

率 ；抓因户施策 ，帮助贫困户走对路
子，找准支柱产业，增加整体收入。 同
时 ，要用足政策补短板 ，提高群众对
扶贫工作的满意度 。 目前 ，青谷堆村
正在稳步脱贫。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靖
翔 刘志超） 12 月 25 日上午， 县直工委
驻村工作队在鲁台镇毛庄村文化广场

举行“五好家庭 ”“好媳妇 ”表彰大会暨
村庄清洁行动启动仪式。

县直工委驻村工作队相关负责人

说，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 ，启动村
庄清洁行动，以“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
净净迎春节 ”为主题 ，着重解决垃圾乱

倒，污水乱排 ，柴草 、建筑材料乱堆 ，农
机具乱停 ，畜禽乱跑等问题 ，使村容村
貌达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标准，即村
内及周边无垃圾堆放、 无污水横流、无
杂物挡道， 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主
次干道两侧和河道两旁干净；使农户家
庭达到“五净一规范 ”标准 ，即院内净 、
卧室净、厨房净 、厕所净 、个人卫生净 ，
院内摆放规范。 ②9

摸清底子、登记造册，是精准扶贫
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淮阳县安岭镇刘
屯村扶贫信息填报工作，因及时准确，
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村干部称，能取
得这样的成绩， 和他们村的扶贫信息
员———倪林鹤的辛勤工作分不开。

今年 5 月， 记者参加刘屯村举行
的结对帮扶捐赠活动时， 第一次见到
倪林鹤。 当时，他正安静地坐在村室电
脑前整理信息， 若不是他坐的那把轮
椅，很难想象他是一名残疾人，因为他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坚定与

自信，没有一丝儿忧郁与困惑。
据村民讲，一场大病过后，倪林鹤

失去了行走能力。 在家人的坚持接送
下，他顺利完成了小学学业。 虽然中学
离家不远，但上学还是成了问题。 深思
熟虑后，倪林鹤决定不读初中了，在家
自学。 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怕他本来
就不能行动了，再脱离了集体生活，这
样会让他的心情更加低落。 于是，爸爸

借钱给他买了一个手摇式轮椅， 让他
自己去上学。 在学校，他再次感受到了
集体的温暖。 在班里，同学自觉组成了
两个爱心小组，一组负责接他上楼，一
组负责送他下楼。 倪林鹤备受感动，暗
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把爱心传递
下去。

初中毕业后， 倪林鹤选择到县城
一所职业中专学习医疗卫生知识。 毕
业后，他开了一间诊所。 然而，当医生
需要不断深造，因行动不便，他无法达
到要求，最终只能关门停业。 后经人介
绍，他到一家企业做记账之类的工作。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 上级要求每
个村必须配一名扶贫信息员， 并要求
必须年轻、有知识。 刘屯村村干部第一
个想到了倪林鹤。 当村干部找到他，说
明情况后，倪林鹤欣然答应了。 于是，
他不计报酬，不图名利，转动轮椅走上
了扶贫路。

倪林鹤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

穿行在家与村室之间。 每次的脱贫攻
坚报表，刘屯村都是最先完成的，并且
全都准确无误。 就这样，刘屯村扶贫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久而久之，他认
真的工作态度， 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
意。 安岭镇党委书记到刘屯村视察工
作时曾多次表扬他。 对此，倪林鹤不骄
不躁， 默默无闻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为扶贫工作贡献力量。

倪林鹤的工作精神让县驻村工作

队队长邵文静非常感动。 每次走进村
室， 她总能看到倪林鹤在电脑前埋头
工作， 而每天最后一个离开村室的还
是倪林鹤。 当邵文静提醒倪林鹤：“累
了，就歇歇吧！ ”他总是笑着说：“邵队
长，我不累，比起你们整天走村入户、
风里来雨里去的 ， 我的工作轻松多
了。 ”

扶贫信息员的工作说来很轻松，
但也很繁琐。 各种信息必须看了再看、
审了再审，确定无误之后再输入。 电脑

输入与手抄式记录不一样， 一旦错一
个数字，提交之后就不好再更改。 更何
况，刘屯村的人数多，信息量大，所以，
倪林鹤工作时总是一丝不苟。 他说，既
然当了信息员， 就要尽自己所能做好
本职工作。

不久前的一天， 倪林鹤的姥爷病
危。 而当天，接上级通知，各村要马上
行动，统计好各类扶贫信息，务必于第
二天早上 8时交至镇扶贫办。 那一天，
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第二天，就在他准
备去看望姥爷时，舅舅打来电话，说老
人已经去世了。 他后悔没见到姥爷最
后一面，虽然工作再次受到表扬，但却
始终高兴不起来。

当记者问及他今后的打算时，倪
林鹤说：“在村里做扶贫信息员一年多
来，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了变化。
我想在网上组建一个残疾人平台，让
残疾人朋友能够相互交流、相互鼓励、
共同进步。 ”②9

倪林鹤:轮椅上的扶贫信息员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李书军 韩凤真

县直工委驻村工作队
表彰“五好家庭”“好媳妇”

县食药监局携手爱心企业举行捐赠活动

今年以来，安岭镇组织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做好入户宣传，引导群众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同时，34 个村出动机械、 人力对辖区内常年积存在沟渠
里、道路两旁的秸秆、柴草等进行集中清理，彻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韩凤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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