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夏"进行时

每逢!五一"#!七一"#!十一"#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抗美援朝纪念日等节

日$在太康县城的谢安大道两旁$都会

整齐地摆放着一块块图文并茂的中国

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资料展板% 同

时$这里还有一个人在展板前向群众讲

解%这个人就是韩其功%从
!""#

年开始$

他和这些红色展板就成了那些日子里

太康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出生于
!"$%

年 $ 在红旗下长

大 % "韩其功说 $父亲的教导 #学校的

教育 $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 $让韩

其功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极其特

殊的情感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 "韩其

功说%

上世纪
"&

年代$对共产党和新中国

有着特殊情感的韩其功爱上了红色收

藏%许多革命圣地#红色景点都留下他的

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韩其功收集了两

万件红色藏品% 其中有关毛主席的著作#

文集#语录#诗词#照片#像章#石膏像#瓷

像#铜像#油画#丝织品等藏品就有
'&&&

多件% 为了教育和启迪后人$从
!""%

年

开始$ 韩其功把自己收集的红色藏品分

门别类$制成板面$到农村#工厂#机关#

学校#敬老院等单位$以及太康县的街头

和广场进行义务红色宣讲%

!(

年来$ 韩其功进行了近百次义务

红色宣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太康县

退休教师张东立说&!红色宣讲办得很好$

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对青少年是一次爱

国主义教育% "

韩其功在义务红色宣讲中$听到不

少风言风语% 刚开始$韩其功也觉得委

屈$不过后来他想通了% !走自己的路$

莫管他人说三道四% 宣讲只要有效果$

我就继续办下去% "韩其功说$领导的支

持#群众的鼓励和媒体的关注坚定了他

的决心和信心%

川汇区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加压

紧逼"迎难而上"克难攻坚!确保项目建

设快速推进"提档升级!推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融混凝土搅拌"运输销

售为一体的周口市德润混凝土有限公

司!改造升级后拥有两条国内一流搅拌

自动化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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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公示
周口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

奖经专家评审组初评和评审委会终

评 $共评选出特别贡献奖
,

件 #优秀

作品奖
*&

件 #入选作品奖
-(

件 %现将

评选结果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

年
-

月
.*

日至
,,

日 %在此期间 $凡对

评选结果有异议的 $ 可通过电话 #邮

箱等方式向本届评奖办公室反映 %

电话&

/0"$+(,,$$,- -&(**&.

邮箱&

12345637537589536:;<=

周口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

年
#

月
!"

日

特别贡献奖$

&

件%

戏剧类

)婚姻驿站* 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杂技类

)空中大飞人* 周口市杂技马戏团

优秀作品奖$

"%

件%

文学类

小说 )农民兄弟* 王耀辉

小说 )浮生* 王相勤

小说 )乡村守望的女人* 王子群

小说 )座位* 钱良营

小说 )王大志的远大理想* 宋志军

小说 )十六岁的生命* 宋 启

散文 )月光淋湿回家的路* 阿 慧

散文 )家乡的月奶奶* 姚化勤

诗歌 )寻找炊烟'诗集(* 申 艳

诗歌 )冷香* 王猛仁

诗歌 )陷阱'组诗(* 邵 超

诗歌 )春暖花开+理由* 韩 冰

文艺评论类

!周口作家群"&当代中国 任 动

典型的小区域作家群

大气磅礴演)君臣* 王中民

广播影视类

)

)&.)

年周口市春节文艺晚会* 周口市广播

电视台

)周口市第二届运动会开幕文艺表演* 周口

市广播电视台

)芦山 我牵挂你* 周口市广播电视台

)春暖
)&.0

公益活动宣传片* 周口市广播电

视台

音乐类

)草原牧歌* 胡 旭

唢呐独奏)欢庆* 王志刚

曲艺类

)颍水情* 王中民

美术类

)寻找焦裕禄* 丁志伟

)鸟儿问答* 郑 芳

)

.*

的
>

次方* 耿 鹏

)港口赞歌* 周如俊

民间文艺类

)人祖会'陶器(* 邵 波

泥塑)排排队开火车* 张振福

)兔毫盏* 刘保青

摄影类

)麦收时节* 朱增祥

)寻常岗位也闪光'组(* 韩 冰

书法类

)宋词三首* 曹景超

)古诗十首* 李 为

)小楷条幅* 田云峰

)墨之船*书法作品集 袁海船

)隶书中堂* 李树祥

)赤壁怀古* 李国明

)楷书古文* 周建军

)刻字'大爱(* 陈 涛

)行书* 李 珂

)楷书* 许春梅

)魏楷* 李国印

)楷书'大观楼长联(* 李 震

舞蹈类

)巾帼风采* 周口市红舞裙舞蹈学校

戏剧类

)口上的女人*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大明朱元璋*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断桥*一折 张 杰

)大义皇后*一折 宋阿明

杂技类

)融入旅游演出是杂技赢得未来的重要方

向* 岳献甫

)火焰激情'皮吊(* 西华县飞虎杂技团

)特技组合* 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

入选作品奖$

#'

件%

文学类

小说 )中坤的家* 张宫林

小说 )打工去* 张运祥

小说 )留守的故事* 顾振威

小说 )去北京看北大* 红 鸟

小说 )兄弟#份子礼* 邓同学

小说 )双规* 李乃庆

散文 )神兮归来* 董素芝

散文 )亲亲的大槐树* 范晓公

诗歌 )一剪梅
:

天上风筝会写真* 瘐丁

诗歌 )灵魂倒挂树梢* 刘不住'原名刘东升(

诗歌 )杨柳岸*组诗 霍楠囡

诗歌 )与自然签约* 孙新华

诗歌 )春光无限好*组诗 牛 冲

诗歌 )周口崛起赋* 徐青峰

诗歌 )玉米地* 孙 琳

报告文学 )飞翔之梦,,,中国杂技之乡周口

市杂技艺术发展纪实* )飞翔之梦*编辑委员会

报告文学 )润物细无声* 周口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

文艺评论类

)广东客家采茶戏演唱与表演风格探究* 邵云

广播影视类

)说古道今看龙都* 周口市广播电视台

)春暖花开* 周口市广播电视台

音乐类

)天下好人* 葛 罡

)爱在家乡* 魏 强

)胜利时再闻花儿香* 闫晓宇

)你将赢得诉讼* 马艳星

)林中小鸟* 李玉娟

)香槟之歌* 李 磊

)混声合唱'打铁谣(* 周口市兰月亮合唱团

曲艺类

)社区新风* 梁 颖

)网吧风波* 沈丘县文广新局

美术类

)诤+症* 周志勇

)和谐家园* 王艺千'原名王健(

)树荫下* 李永华

)歌声飘至* 刘立伟

)第八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会徽* 周晓峰

)基于活态保护的非遗传承环境设计,,,以

中原回族!文狮舞"为例* 周 雷

)生命树* 张云霞

)生态日
?

* 朱科丞

)吉趣* 彭雯豪

)热土* 吴学习

)鸟鸣雪林幽* 祝庆刚

)清风摇翠絮乡情* 耿国庆

民间文艺类

)黑陶'蛋壳陶高柄杯(* 张 辉

青三彩)葫芦瓶* 沈丘县青三彩陶业有限公司

)荷花仙子* 王伟涛

摄影类

)纱厂记忆'组(* 王建林

)海市蜃楼* 王成东

)荷塘月色'组照(* 崔仁杰

)春到颍河* 刘 强

)荷趣* 周云昌

)抢收* 振芳

书法类

)篆书* 刘文勇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梁照新

)篆书条屏* 徐青峰

)秦汉简书体* 杜忠义

)李煜词一首'草书(* 李 旭

)隶书楹联* 葛雪生

)邓石如隶书* 李雯云

)楷书'张首洽咏梅诗抄(* 张慧敏

)行书'唐诗选抄(* 赵士贵

)隶书'桃花源记(* 邱先亮

)小楷书概* 陈 阵

)魏楷* 韩天华

舞蹈类

)处处都有小雷锋* 周口市市直幼儿园

)和谐阳光* 周口市舞苗舞蹈学校

戏剧类

)典妻* 项城市豫剧团

)升仙桥* 郸城县豫剧团

)都市霓虹*一折 李 香

杂技类

)滑稽跳箱* 周口市杂技团

周口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获奖作品名单

本报讯
-

月
@,

日$ 市公安局召开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党课暨动员部署

会% 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 局长王平深入浅出地为全市公安机

关党员领导干部上了一堂内容充实# 情

节生动# 效果感人的专题党课% 他寄语

全体公安民警要切实做到做人无愧于

己$ 做事无愧于民$ 从警无愧于党$ 认

真践行 !三严三实"$ 为努力实现 !周

口崛起 # 富民强市 #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营造一个平安# 和谐# 稳定的社会

治安环境%

会议指出$ 当前周口公安队伍中$

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一些 !不严

不实" 的问题% 近年来$ 全市社会治安

大局持续稳定$ 全体公安民警付出了巨

大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用 !三

严三实" 这个高标准# 严尺度来衡量$

还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包括修身

不严# 用权不严# 律己不严的问题$ 谋

事不实# 创业不实# 做人不实的问题%

对这些 !不严不实" 问题$ 必须引起高

度警觉$ 时刻保持警醒$ 防微杜渐# 未

雨绸缪$ 切实防止和克服 !不严不实"

问题的发生%

会议要求$ !三严三实" 是立身做

人的标准$ 是从警成事的要领$ 是强力

推动周口公安打好翻身仗# 可持续发展

的有效助推剂% 全市公安机关要多做打

基础# 利长远的工作$ 一张蓝图绘到底$

要有新思考$ 要有新状态$ 要有新作为$

要切实用 !三严三实" 戒尺规范自己的

言行$ 确保 !严" 字当头$ 落到 !实"

处$ 进一步严纪律# 强约束# 敢担当#

务实干$ 真正做到 !心中有党不忘恩#

心中有民不忘本# 心中有责不懈怠# 心

中有戒不妄为"% 要树立强烈的底线意

识$ 坚决抵制和解决令行不禁止# 执行

不到位# 落实不利索等问题$ 全面提升

队伍的凝聚力和创新力$ 努力在全市公

安机关形成 !说了算# 定了干# 干必成#

成必优" 强大执行力的工作格局$ 全面

打造忠诚可靠# 风清气正# 团结拼搏#

廉洁实干的良好警营生态%

会议强调$ !三严三实" 是加强党

的建设一项政治任务$ 各单位必须要高

度重视$ 加紧进行研究部署# 抓好贯彻

落实$ 确保专题教育顺利启动# 扎实推

进% 要紧扣教育主题$ 坚持理论引导$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以上率下$ 务求实

效% 要积极完善各类机制建设$ 推动践

行 !三严三实" 制度化# 常态化和长效

化% 要坚持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将群

众需要作为公安工作的风向标% 要坚持

统筹兼顾$ 把专题教育激发出来的工作

热情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 实现公安业

务工作和专题教育两手抓# 两不误# 两

促进% %郁发顺&

公安局长讲党课启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月
.0

日$ 市秸秆禁烧领导小组

派出督导组和暗访组$对各县市区#乡

镇办进行了督查%

从督查情况上看$ 淮阳县长马明

超#西华县长林鸿嘉亲临一线$指挥灭

火% 港区主任赵万俊#经济开发区党委

书记李锡勇及时了解天气变化$深夜检

查人员在岗在位情况$要求禁烧工作人

员克服麻痹思想$ 严防死守每一地块%

商水县委书记孙敬林#县长马卫东两次

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安排部署禁烧工

作$并分东西两片带队巡回检查% 分包

乡镇办的商水四大班子领导奔赴一线$

昼夜督导% 郸城县长罗文阁吃住在县

里$坐镇指挥$并经常昼夜深入禁烧一

线检查指导工作$四个班子领导分包乡

镇办$真正做到真包#真抓#真管$有力

地促进了禁烧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针对
..

日我市因极端天气引发

多处火点的情况$ 市委书记徐光对秸

秆禁烧工作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徐

光强调$ 全市秸秆禁烧工作已进入最

后关键时期$ 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时期$希望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

克服松劲厌战情绪和麻痹思想$ 进一

步强化措施$ 加大督查力度$ 严防死

守$确保不再出现大的问题% 同时$对

发生火情多# 面积大和今后再次出现

较大火情的县市区# 乡镇办要加大追

责力度$从严从重处理%

对此$ 市秸秆禁烧领导小组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严防抗旱机械起火$严格

排查因线路老化#超负荷等因素引发火

灾-严防清运秸秆等车辆排气管喷火引

发火灾-严防重点区域$特别加强对没

有种植庄稼地块#没有抗旱浇水地块的

防范$看死盯牢-严查各级禁烧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 特别严防带火种进地作

业-对再出现火情的县市区#乡镇办将

严格处罚$对迅速组织力量#及时扑救

火警的将酌情从轻处理$ 对工作懈怠#

相互推诿# 互相指责的将从严从重处

罚$严查故意纵火者$发现一起$从重处

理一起%

A

记者 李一
B

市秸秆禁烧领导小组督查通报(#月 )*日+

郸城县城郊乡织密秸秆禁烧!四张网"

本报讯 郸城县城郊乡坚持疏堵

结合$织密宣传发动#责任落实#秸秆

清运和督促检查!四张网 "$坚决从源

头上防止焚烧秸秆现象的发生$ 确保

全面完成!三夏"禁烧工作任务%

织密宣传发动网% 发放 !三书"$

广泛宣传!禁烧令"%签订目标管理责任

书$乡政府与各工作片片长#各村签订

了秸秆禁烧和清运秸秆工作责任书$把

责任落实到乡#村#组$责任到人-签订

承诺书$ 与农户签订了禁烧承诺书$与

收割机手签订机收承诺书$严把麦茬高

度$要求收割机安装秸秆粉碎机-发放

告知书$各印发
!&&&&

份)致农民朋友

的一封信*和)禁烧秸秆通告*张贴到每

家每户门前-统一组织出动
(

辆宣传车

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巡回宣传$利用!平

安大喇叭"进行滚动式宣传$各村在主

要路口悬挂宣传标语和过街横幅$营造

浓厚的宣传氛围$使秸秆禁烧工作达到

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织密责任落实网% 实行网格管理$

确保!零火点"% 实行严格的责任制$班

子成员包片$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和党

员分包地块$将禁烧任务分解细化$责

任到人$ 每台收割机都有一名党员监

督和服务% 采取!插标定块"的办法$制

作了党员干部秸秆禁烧看管地块明细

图$

$

个工作片的干部$吃住在地头$指

挥在田间$切实做到人人手中有任务#

个个肩上有担子$ 全力做好秸秆禁烧

工作%

织密秸秆清运网% 坚持疏堵结合$

积极为秸秆找!婆家" % 全乡新建两个

大型秸秆收购点$各村建立了
!%

个临

时收储点$ 鼓励和引导群众把秸秆清

运到秸秆收储点$有效解决!三夏"防

火!老大难"问题% 乡里成立了秸秆清

运帮扶队$由乡巡防队员负责$配备机

动车#劳动工具$帮助困难户搞好秸秆

清运% 全乡成立了
!%

个秸秆清运专业

队$发挥!接力棒"的作用$把沟渠#坑

塘# 路边和地头等遗弃的秸秆及时清

运到收储点$变废为宝$减少隐患$切

实达到了秸秆回收增效的目的%

织密督促检查网% !严"字当头$巡

回督查% 成立了
0

个督查组$从前期宣

传#指挥棚搭建#干部到岗到位情况到

秸秆收购点#林木管护等每一个细节都

进行了严格督导检查$及时处理解决!三

夏"秸秆禁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严格按照制定的秸秆禁烧奖惩办法$对

禁烧不力者$实行严格问责$确保秸秆禁

烧工作落到实处% %单文峰 周献斌&

(

上接第一版
+ !"(*

年
%

月$ 乔石

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 同

年
"

月 $ 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

!"(-

年
$

月任

国务院副总理 % 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 $ 加强和改善党

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 在推进民主法制

建设# 依法管理 #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 保障社会安定等方面倾注了大

量心血% 他深入研究新时期社会治安

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为探索形成改革

开放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依

靠群众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作

出了贡献%

!"(%

年
!!

月$ 乔石同志当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 # 常委 $ 中央书记处书

记$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 他认

真贯彻从严治党方针 $ 大力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 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特

点和规律$ 制定完善廉政建设的法律

法规$ 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

!"("

年
0

月 $ 乔石同志兼任中共

中央党校校长 % 他大力推进深化党校

改革$ 强调理论学习和教育是加强党

的领导和建设的一条根本措施 $ 要加

强干部理论教育 $ 坚定不移地走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后$ 乔石同志积极支持 # 大力宣传邓

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

年
!&

月$ 乔石同志当选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 # 常委 %

!""0

年
0

月 $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 % 他高度重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建设# 立法工作# 监督工作%

!"",

年
!!

月$ 乔石同志兼任宪法修改

小组组长% 该宪法修正案由八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 以国家根本大法

的形式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乔石同志任职期

间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出台了一批重要经济法律 $ 初步形成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 $

任期内审议通过法律和有关法律决定

草案百余件 $ 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

年
0

月 $ 乔石同志不再担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 从领导

岗位上退下来后 $ 他仍然关心党和国

家事业的发展 $ 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

的领导$ 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 特别是十分关注民主法制建设$

关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表

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与忠贞%

乔石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 光辉的一生 $ 是追求真

理# 追求进步 #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的一生% 在
%&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他

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贞不渝 $ 对党

和人民无限忠诚 $ 对革命 # 建设和改

革事业鞠躬尽瘁 % 他的逝世 $ 是党和

国家的重大损失 % 我们要学习他的革

命精神 #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 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乔石同志永垂不朽.

乔石同志逝世

韩其功#义务红色宣讲 !"年
记者 李一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活动风险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