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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垒）为了增强大学生
反恐防骗等安全意识，切实维护大学生的
切身利益，日前，焦作师专邀请焦作市公
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郭炜和定和
派出所民警赵建强到校开展反恐防骗专题
讲座。该校学生会干部、初等教育学院学
生等1200余名学生代表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上，赵建强通报了9月份以来学
生中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件。郭炜结合近
期在大学生中发生的案件原型“以案说
法”，列举了网络兼职刷单诈骗、冒充熟
人诈骗、网络购物退款诈骗、网络贷款
诈骗等诈骗方式，同时讲授了识骗防骗
知识，提醒广大学生增强防范意识，提高
防范能力。此次讲座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
好评。

焦作师专开展
反恐防骗专题讲座

⬆焦作师专党委班子成员在示范区寨卜昌村
晋冀鲁豫第九纵队司令部旧址参观学习时重温入
党誓词。 本报记者 丁 垒 摄

⬅焦作师专2019 年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丁 垒 摄

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东大街，坐
落着一座古色古香、整洁幽雅的三进
院落，每逢学校放学或节假日，这里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偌大的院子
里，有的埋头阅读，有的伏案摘抄，
有的持卡借还书籍，有的坐在台阶上
促膝交谈读书心得，整个院落充满着
浓厚的求知进取氛围，飘荡着沁人心
脾的缕缕书香，这里便是温县闻名遐
迩的“兄弟书屋”。

“兄弟书屋”始建于2007年，由
安乐寨村乡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主任王梦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
恕、焦作大学教授王梦周三兄弟捐赠
出故居，并改建而成。“传承优秀文
化，鼓励青年多读书、读好书，积极
进取，追求卓越，清白做人，老实干

事”，是三兄弟创建书屋的初心。
“兄弟书屋”成为广大青少年发

展学习兴趣、拓宽知识视野的第二课
堂。书屋藏书2万余册，包括红色经
典、文学类、科普类、少儿读物等各
类书籍，2008年4月开馆以来，已接
待读者 6 万余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指导工作的各界人士达4万人次，他
们对安乐寨村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赞
不绝口。

温县一中学生王校权经常利用节
假日光顾“兄弟书屋”，潜心阅读，
获益匪浅。他曾给王梦恕写信，感谢
王梦恕为青少年提供一个绝好的读书
平台。他在信中写道：“通过书屋，
我了解了党史国史，阅读了革命先烈
的英勇事迹，净化了心灵，明确了青

年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一定以王爷爷
为榜样，好好学习，立志成才，永远
听党话，永远跟党走。”护庄村村民
王灵敏自 2010 年起，每周双休日都
带着三个孩子来书屋借阅图书，每天
晚饭后母子四人坐在灯下读书学习，
九年来从未间断。她家年借阅图书
500 余册，人均 100 册以上。阅读使
她三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招
贤村王文杰同学从2011年起，带着弟
弟、妹妹走进书屋，刻苦攻读，持之
以恒，他下决心以王梦恕爷爷为榜
样，并爱上铁道专业，于2013年考上
石家庄铁道学院。10多年来，“兄弟书
屋”惠及乡里，泽被后人，仅安乐寨
村升入大中专的学生就有200余人，考
上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的有50余人。

“兄弟书屋”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立德铸魂的重要阵
地。在该乡党委的支持下，该村组建
了“兄弟书屋”管理小组，由乡关工
委执行主任担任组长，由两位政治过
硬、责任心强的“五老”人员负责日常
管理工作。该乡关工委以“兄弟书屋”
为教育平台，经常举办一些有品位、
有影响并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2017年举办了“我与兄弟书
屋”征文活动，共征集作品 230 余
篇，其中 16 篇作品获奖；2018 年召
开了由本年度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及温
县一中学生代表 30 余人参加的读书
心得交流会；2019年召开了“我与祖
国 70 周年”座谈会，各届人士踊跃
参加。近三年来，“兄弟书屋”主动作

为，助力扶贫，积极开展助学助困活
动，筹资近万元对 40 名贫困儿童进
行帮扶，并为他们免费办理借书卡。

该村关工委以“兄弟书屋”为活
动平台，举办各种培训班 30 余期，
包括种植、养殖、企业及金融管理、
书法等。知识技能的培训和普及，有
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安乐寨村年
均经济收入增加3000万元。

“兄弟书屋”已走过12年，它根
植于丰腴的古温大地，散发着思想知
识的芳香，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茁壮健康成长。现在“兄弟书屋”已
经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焦作市
廉洁从家出发教育基地、焦作市正能
量活动示范点、温县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温县关办

“兄弟书屋”飘书香
本报讯 近日，博爱县关工委、县教体局

在孝敬镇留村学校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基地揭牌仪式。博爱县关工委主任李向红、中
国文化建设委员会广东分会常务副主席刘炳植
等共同揭牌，博爱县“育本国学会”负责人带
领志愿者到场祝贺。

博爱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学校德
育教育结合起来，涌现出留村学校、卫东学
校、松林小学、柏山中学等一批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将书法文化、孝文化等传
统文化作为教育内容，对广大学生进行宣讲，
践行养成，取得良好成效。

刘炳植先生当场向该县关工委、县教体局
和留村学校赠送了墨宝。刘炳植先生原籍博
爱，现居广州，为著名书法家，荣获“一带一
路”中国代表艺术家、中国当代德艺双馨艺术
家等称号。他寄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推广，心系故里，造福乡土，对家乡教育事
业给予积极扶持和关爱。

李向红表示，希望通过开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活动，抓点带面，辐射推动全县校园
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
学习领悟国学国粹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为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更大的贡献。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留村学校师生的
书法展览，和师生们一起同唱爱国歌曲，欣赏
了“育本国学会”志愿者表演的优秀传统文艺
节目。 （博爱县关办）

博爱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挂牌

本报讯 日前，沁阳市关工委、市教体局
对“新中国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青少年征
文比赛获奖者进行表彰。

受表彰的学生作品有林煜荔《书房里的变
化》等17篇一等奖作品、蔡杨《一只蝴蝶飞
过千年古城》 等 41 篇二等奖作品、王梓菲

《我的祖国在前进》等58篇三等奖作品。
这次征文比赛旨在引导青少年读革命经

典，听革命故事，看革命影视，学习了解新
中国70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该市各学校共报送参赛作品
544篇。 （吕春峰）

沁阳市表彰“新中国新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青少年征文

比赛获奖者

孟照川，武陟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今年
77岁，经常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县城和乡村，用
所收集的毛主席纪念章、毛主席塑像等进行红色
宣传，已坚持30多年。他爱好红色收藏，先后
投入20余万元，收集几万件藏品。他的梦想就
是打造一个家庭版红色教育基地，让广大群众和
青少年来参观学习，牢记历史，不忘根本。

喜爱红色收藏

孟照川出生于农民家庭，幼时家庭贫困，无
钱上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他上学
读书并逐步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年轻时，他读的
最多的书就是毛主席著作，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之
情特别深厚。他从收集第一枚银质毛主席像章开
始，广泛收集有关领袖的各种物品，已坚持30
多年。

走进孟照川家，就像进入红色海洋，琳琅满
目的红色藏品摆满6间屋子，就连卧室和客房都
放着伟人铜像、徽章、相片等，书架和书桌上摆
的也是各类红色工艺品，每个物件都配有精炼的
文字介绍。

“年轻时就爱好红色收藏，退休以后更是痴
迷，成了他的人生追求。”孟照川的老伴如是
说。为寻找毛主席像章和著作，他的足迹遍布
全国各地，郑州、洛阳、开封、北京的古玩市
场，都留下他搜寻红色藏品的身影。每次出差

或旅游回来，他都带回“淘”来的毛主席像章
和纪念品。他收藏不同款式、质地的毛主席像
章1万余枚，毛主席塑像800余尊，各种版本的
毛主席著作、绣像、画像、照片、报刊、挂历等
2万多件。

传承红色基因

2001 年，孟照川从该县人大常委会退休，
到县关工委工作。他发挥余热，利用自己的红色
收藏，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在新中国成立60周
年时，他在该县文化馆展出了有关毛泽东、邓小
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红色藏品800余件，以及十大元帅的图片
资料等，受教育青少年2000余人。为纪念抗美
援朝战争 6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他制作
40个展板进行展出，并组织“五老”人员深入学校
巡回展出和讲解，受教育学生10000余人。

他还结合关心下一代工作，报道先进典型，
宣传新人新事，先后在《中国老年报》《老人春
秋》、河南电视台和《焦作日报》上刊播稿件60
余篇，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 程红卫

孟照川：痴迷红色收藏

11月 8 日，修武县关工委在县第一中
学举行扶贫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生颁发了助学金。这次受资助
的学生共 26 名，每人领取助学金 500 元，
共计13000元。图为修武县关工委领导与受
捐赠学生合影。 马 力 摄

本报记者 丁 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
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近年来，焦作师专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
高党建质量，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把
党建引领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为开展高校党
建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抓党建 强基层
打造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如果说高校是一列火车，那么高校党建便
是“火车头”，抓住高校党建这个根本，就拎起
了全面教学的主线，不仅能解决“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还能
以党建促教促学，一举多得。在具体开展党建
工作时，焦作师专党委十分注重基层党组织建
设。

健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深入推进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
强化书记是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和班子成
员“一岗双责”制度。围绕高校党建工作重
点任务，深入推进学校基层党建工作。起草
修订校、院两级制度 10 余项，明确议事决策
的内容、程序和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
制。

扎实开展“支部建设年”活动。大力推进
教师党支部书记“党建带头人、学术带头人”
培育工程，着力把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成
党建和业务双融合、双促进的中坚骨干力量，
着力把教师党支部建设成高校基层的坚强战斗
堡垒。作为焦作市高校党支部建设试点单位，
焦作师专起草制定了焦作市高校党支部工作标
准，扎实推进党支部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
作，组织全校各党支部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自查，撰写自查报告，择优编写了《焦作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案例
（选编）》。

为党组织活动提供保障。焦作师专所有基
层党组织均有党员活动场所，通过划拨干部培
训经费、党校活动专项经费、基层党组织活动

经费、党费返还等形式，保证基层党组织活动
经费和场所需要。

提质量 严标准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焦作师专坚持建章立制，严
格组织生活，强化队伍建设，从多方面加强组
织保障。

焦作师专通过科学制订党员发展和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计划，加大在优秀中青年教师中发
展党员的力度，通过实行党组织和团组织一体
化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
实效。

焦作师专还严格执行《党支部组织生活18
条规范》，落实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党员
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不断强化党员
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推广党员积分定星管理等
做法，选树身边典型，设立党员先锋岗，对先
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促进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创先争优，全面提升基层党
建水平。目前，焦作师专有 4 个“五星党组
织”、2个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在全
市高校中位于前列。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焦作师专始
终坚持把党的用人标准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
严把干部选用“政治关”，坚决匡正选人用人风
气。坚持“忠诚、干净、担当”选人用人导
向，大胆选任“敢想敢干、敢于胜利、敢于冒
尖”的干部，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
队伍。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切实
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强化工作作风建设，坚决
向各种不遵守纪律、不遵守规矩、不照章办事
的人“开刀”、问责。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注重
抓早抓小，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加强对基
建、采购、财务、后勤、招生、人事等重点领
域和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不断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大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良好政治生态。

强思政 重实效
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焦作师专党委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意
识形态工作全过程，围绕制度机制建设、课堂
教学改革、校园阵地管理、理论舆论融合，努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加大党员集中培训力度。近年来，焦作师
专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参加与浙江大学、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基地联合举办的培训；
安排县级和科级干部参加省委高校工委和市委
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培训；安排科级干部到地方挂
职锻炼，组织多名党支部书记参加省委高校工委
支部书记相关培训。每年，焦作师专都要举办
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培训班、全体教师培训
班、学工干部培训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党
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等，不定期举办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党务干部培训班、政治辅导员培训班、
新教师入职培训班等。形式丰富的集中学习培
训，提升了该校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理
论水平、自身修养、业务能力等各方面素质。

搭建多种活动平台，丰富党内活动形式。
焦作师专党委制定下发了相关要求，引导全校
师生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创先
争优，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焦作党建 e
家”等平台，大力开展党员教育。

结合各基层党组织不同特点，指导全校各
党总支确定各自党建特色工作，围绕主题开展
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例如，组织开展“学习
新思想 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巡回报告会、
教职工“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和学生“不忘
初心 永跟党走”演讲比赛、“经典照亮人生”
诵读大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和

“不忘初心永跟党走 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五四
主题活动等。

同时，焦作师专党委还结合新常态下学校
与学院党建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新时期基层党
建工作新思路、新做法，研究基层党建工作中
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组织开展党建创
新研究工作。目前，焦作师专共完成党建课题
44项。

焦作师专党委书记刘新顺说：“国家的发展
步伐已经步入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也在新时
代的征程中奋勇前行，焦作师专始终以学生的
成长为重，以服务地方发展为重，始终将党的
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用党建引领学校
全面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焦
作师专一定会奋发作为，为创建特色鲜明的师
范院校而努力奋斗，为焦作在中原更加出彩中
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用高质量党建推动学校工作高质量发展
——焦作师专党建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