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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垒）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6月份
以来，焦作一中通过开展一系列
党建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
断走向深入。

6 月 3 日，按照该校党委党史
学习教育计划安排，焦作一中党委
书记、校长吴庆杰以《学史看担
当，力行铸辉煌》为题，向全体教
职工讲授主题党课。吴庆杰结合大
量史实，回顾了党的百年历史，通
过详细讲解各个阶段党的纲领主张
和奋斗历程，引领大家进一步认识

优秀共产党人的“担当”和“力
行”。这堂党课进一步坚定了全校
党员的理想信念，激发了大家建功
新时代的热情。

在 6 月 10 日举行的高三毕业
典礼上，全场师生合唱歌曲《我
和我的祖国》，一时间，整个体育
场被深情的旋律充满。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充分展示全校教职工热爱
生活、热爱工作、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6 月 10 日，焦作一中党
委举行庆祝建党 100 周年诗歌朗

诵比赛。各党支部选派的参赛队
伍或倾情礼赞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或深情歌唱祖国，或致敬伟
大时代，情感真挚，让人感动，
其中根据党员先锋岗事迹创作的
原创诗歌，更是引发了大家的共
鸣。

为引导学生勇做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6月11日，焦
作一中在学校报告厅举行庆祝建
党100周年合唱比赛决赛。一首首
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歌
颂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歌曲，让现

场观众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
思想上也受到了洗礼。

6 月 22 日，焦作一中举行的
庆祝建党 100 周年表彰大会暨文
艺演出，将系列党建活动推向了
高潮。会上，对学校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
志愿者、先进党支部进行表彰。
在随后举行的文艺演出中，该校
师生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整场活动
庄重大气、格调高雅，充分展示
了全校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期间，该校老师在课堂教学
中纷纷加入党史学习教育内容，
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

“通过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全校师生进一步坚定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决心和信仰，
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党史学习教
育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从党史
中汲取精神力量，提升化解问题
的能力，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推动学校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吴庆杰说。

焦作一中多举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

本报讯 （通讯员赵国喜
璩彩霞） 为推进学校艺术工作
开展，展示艺术教育风采，近
日，孟州市西虢镇中心学校组
织辖区内16所中小学、幼儿园
走进韩庄社区，开展“童心向
党·奋进新时代”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

孩子们用甜美的歌声、精
彩的表演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浓
浓敬仰之情。此次活动，不仅
展现了学生的艺术情操，还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塑
造自己的舞台，激发了孩子们
的爱党爱国情怀，培养他们心
向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孟州市西虢镇中心学校

开展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王利丽）为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6月28
日，焦作师专经济管理学院党总
支开展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
活动。

活动中，该学院党总支书
记李春梅表示，希望每个党员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
责是为党工作”，把“政治生
日”作为重新出发的加油站，
发挥“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的先锋模范作用，时刻展
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形
象。紧接着，蔡前锋、靳鹏
祥、柴丹丹、孙颖丽四位教工
党员带来诗朗诵《我是共产党
员》，字里行间彰显着对党、对

祖国的热爱之情，道出了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骄傲和自豪。
随后，入党积极分子为老党员
献花，表达了对老党员的美好
祝愿。全体人员挥舞党旗纵
情高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用歌声表达了对党
的诚挚热爱，将活动推向高
潮。最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

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
是该学院党总支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
史学习教育，强化党建引领，提
升党性修养的一项重要举措。参
会人员纷纷表示，今后要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以优异成绩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焦作师专经济管理学院

开展党员集体过“政治生日”活动

●近日，孟州市大定中心校中学部举行了隆重的师徒帮
扶仪式，各个教研组通过“结对子，一帮一”的形式，充分
发挥老教师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提
高教学业务水平。各学科教师认真备课，集体教研，师徒通
过相互听课、评课，凝心聚力钻研教材，力求创新提高课堂
效率。 （李红玲）

●为了预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孟州市西虢镇店上小学
采取多举措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一是学校通过主题板
报、发放《告家长书》等形式，营造浓厚的教育氛围。二是
各班召开防溺水教育主题班会，通过观看防溺水教育视频、
背诵防溺水“六不一会”，让学生了解溺水的危险性。三是
走访留守儿童家庭，提醒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

（赵景兰 何宁波）

日前，解放区住建局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红色教育基地——红旗渠，开展“学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办实事”红色教育活动，激励大家坚定信仰，无私奉献，务实为民。

本报记者 贺 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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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强、民富、景美、人和，这是余村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余村之变，既是“两山”理念的科学指引，又是“两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

“两山”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
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出巨大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千万个余村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努力修复生态，用绿水
青山敲开经济发展大门，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
之路。

理明而信，信而笃行。奋进新征程，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做
“两山”理念忠实践行者，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守好一方碧
绿、一片蔚蓝、一分纯净，把绿水青山建设得更美，把金山银山
做得更大，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生活之美。

做“两山”理念忠实践行者
□俞乐斌

“两山”理念指引

20世纪90年代余村村委会门口。
（余村提供）

空中俯瞰余村。 石红岩 摄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俞乐斌

“现在已经是漂流旺季，每天来游
玩的游客络绎不绝！”说话者胡加兴，
既是荷花山漂流的创办者，也是余村
的一名兼职讲解员，党史学习教育掀
起热潮，他每天都要向各地前来学习
的党员讲述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故事。

众所周知，余村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从 2005
年至今，“两山”理念犹如一盏指路明
灯，照亮了余村绿色发展的奋进之路。

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余村实现了从

“卖石头”到“卖风景”的华丽转型。
过去，全村 80%的村民都从事着矿石
水泥行业。而如今，从事旅游休闲产
业的农户有 40 多户，从业人员 300 多
人，2020 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村
集体经济收入由2005年的91万元增加
到 2020 年的 724 万元。2020 年，村民
人均收入达到5.6万元。

一间会议室见证
“两山”理念的诞生

余村不大，280余户1000多口人，
村子三面环山。沿着村主干道一直往里
走，过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石碑，便能见到文化礼堂，一侧就是老
村委会办公楼。“老村委办公楼里还保
留着支部书记办公室和会议室。”该村
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这间会议室就
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风
生水起，余村也开始挖矿山、建石灰
窑、办水泥厂，走上靠山吃山的发展
之路。靠着山中大片优质的石灰岩，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00多万元，成为
名副其实的安吉“首富村”。

但是，这是余村人付出环境甚至
生命的代价才换来。面对环境和安全
压力，2003 年，安吉县提出“生态立
县”战略，倒逼余村“壮士断腕”，陆
续关掉矿山、水泥厂、石灰窑，村集
体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就在余村人彷徨时，2005 年 8 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
到余村调研考察，在村委的会议室里
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当听到余村关

停矿山的做法后，当即肯定道：
“你们下定决心关掉矿山，是高

明之举。”他认为生态资源是最
宝贵的资源，并首次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两山’理念的提出，
让余村人心里豁然开朗。”余村
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此后，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余村人
做好山水文章，对土地、矿
山、竹林等集体资产和流转到
村集体的毛竹山林、农田实行
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开办荷

花山漂流、田园采摘农庄、农家乐和
民宿，建起了“年年有余”研学中
心、矿山遗址公园、电商产业园等文
旅项目，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如今，村委会议室保留着习近平
总书记当年开座谈会时的场景。“走到
这里，就回想起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
哪一届村委班子，都要坚定不移沿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路走下
去。”汪玉成说。

一座石碑见证
“两山”理念的实践

走进余村，刻有“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大石碑映入眼帘，与四
周层叠的田园风光相映生辉。它见证
了余村这16年来对“两山”理念的探
索实践。

水泥厂旧址复垦后变身为五彩田
园，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画卷；村里流转的 500 多亩土地变
成了向日葵园和荷花藕塘，四季皆
有景；曾经运输矿石的山路如今成
了绿道，游客们坐上观光电瓶车，
徜徉在绿水青山间，享受着大自然的
馈赠……

16 年来，余村的水又绿了，山又
青了，村民的钱袋子也鼓了。党员胡
青宇就是一名创客，2017年他花了200
多万元，建新房办民宿，取名“青舍
九间”，成为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乡村民
宿。“村里打造小型民宿聚集区，抱团
经营，模式更健康，赚钱更轻松，现
在年收入三四十万元，获得感也更强
了。”胡青宇说。

大石碑下，像胡青宇这样的生态
创客还有很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敢想
敢干，才有了余村如今繁荣富裕。汪
玉成说，这些年来，该村先后获得了

全国文明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
荣誉。

2020 年 3 月 30 日，时隔 15 年后，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他说，
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
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
持走下去。

2020 年 7 月，余村被列入浙江省
首个乡村版未来社区项目，让余村人
更加坚定绿色发展之路，围绕人本原
乡、生态原乡、数字原乡三大特色，
通过数字赋能，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

余村的美丽蝶变，是“两山”理
念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美丽乡村建
设、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