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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加强年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周红飞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
MYT）与河南农业大学共建国际玉米
小麦改良中心分支机构备忘录签约仪
式8月 17日在省政府举行，我省再添
国际科研平台。该平台将助力我省农
业科研，解决制约小麦、玉米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瓶颈，为我国粮食增产和
农民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CIMMYT为何相中河南？双方
合作能为我省农业带来哪些利好？8
月22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我省再添国际科研平台

CIMMYT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
际农业研究和培训机构，成立于1966
年，总部设在墨西哥的埃尔·巴丹，拥
有全球性的小麦、玉米种质资源，与我
国合作已有30年历史。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去
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过去30
年，CIMMYT小麦育种项目使中国小
麦产量增加了380万—1070万吨、农
民收入增加了 12 亿—34 亿美元；
2000年以来，我国超过26%的主要小
麦品种含有CIMMYT种质。

河南是农业大省，小麦、玉米种植
面积分别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十分之

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河南农业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小
麦、玉米研究的高校之一，目前拥有作
物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小麦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首批“2011计
划”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省部
共建小麦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玉米改良中心（郑州）分中心
等分量十足的科研平台，近年来在小
麦、玉米等作物栽培育种方面取得了
4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业界有
着巨大影响。

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对科研的

重视，特别是我省在国家战略大局中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再加上河南农大的
科研实力，促成CIMMYT牵手河南。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改平说，与CIMMYT合作，对
进一步增强学校与国际农业研发机构
的交流与对接，优先引进利用优异种
质资源及其他农业新技术、新方法，推
进作物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和制度创
新具有重要意义。

在三个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CIMMYT 牵手河南农大，双方

将在培育新品种、引进科学家、加
强全球性培训等 3 个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

CIMMYT将为河南农大免费提
供全球范围内的小麦和玉米种质资
源，助力该校培育出产量高、品质
好、抗性好的小麦、玉米新品种。河
南农大教授、“长江学者”汤继华举
例说，今年 7 月底正值玉米授粉期，
那几天的高温造成了部分品种花粉
败育，最终导致玉米缺粒、减产，对
周口等地的玉米生产产生了一定影
响。CIMMYT为河南农大提供的种
质资源中含有耐高温、干旱等逆境
条件的优良基因，有望解决高温、干
旱等气候变化给玉米生产带来的难
题。

高水平人才合作也是此次协议的
重要内容。根据协议，CIMMYT分支
机构将依托河南农大培养中国小麦、
玉米产业高水平人才，面向全球为河
南农大招聘4名杰出科学家和5名青
年优秀科技人员。双方还就面向发展
中国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国际班，
接收国内外访问学者，定期为发展中
国家举办小麦、玉米高级人才培训班
等达成了共识。

此外，CIMMYT分支机构还将组
织全球性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中国育
种科学家的科研能力，为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保驾护航。②40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作为响应中央和省委扶贫开发工
作、落实中宣部“基层工作加强年”的重
要举措，今年4月份，我省启动了百县
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
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在我省国家确定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和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建设664个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点，以满足贫困地区农
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50个
先期示范点建设工作已完成。

群众休闲娱乐有了“好地方”

“太阳一出满天霞，兄妹二人把话
拉。白天田里同劳动，晚上夜校学文
化……”8月21日晚，桐柏县月河镇徐
寨村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场热闹非
凡，桐柏山歌、广场舞等节目轮番上演，
沉寂的山村在村民欢笑声中沸腾了。

同时，在几百里外的宁陵县阳驿
乡袁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也上演着
村民载歌载舞、吹拉弹唱的精彩一幕。

徐寨村、袁庄村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是我省推动百县万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成果的缩影。
据了解，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坚持“改建为主、新建为辅”，整合农村
党建、体育、科技等相关的公共文化资
源，按照国家“七个一”标准进行建设
（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
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
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
施器材），让贫困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同时，示范点在建设过程中，结合
实际突显出地方文化特色，积极挖掘本
地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历史文化资
源，比如桐柏山歌、沈丘沙河大鼓、商丘
花挑戏等，为这些流传几百年甚至上千
年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搭建新平台。

农民富“脑袋”又富“口袋”

8月 20日上午，驻马店上蔡县五
龙镇班闫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
活动室挤满了人，村民们在听一场农技
讲座。村民李梦雨告诉记者，他前几天
接了一笔种植药材的大订单。“说起来
还得感谢村里请来的那些专家们，没有
他们传授的种植技术和预防病虫害知

识，俺也没法种出高品质的药材。”
今年以来，李梦雨已经听了好几

场关于农业生产、农作物管理、药材种
植等方面的讲座，让他获益良多。他
曾到广州打工、摆过地摊，常常感叹赚
钱的艰辛，今年决定留在家好好当“农
民”，一有空就往文化中心的阅览室
跑，看书或上网查资料，如今他种植的
芍药、白术等药材由于品质好大受欢
迎，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好几倍。

得益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像李梦雨一样富“脑袋”又富“口袋”的
村民有很多。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除
了突出文化效益，还为群众提供精准
服务，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实用技术
培训，让这一平台成为村民们增收致
富的“助推器”。

多彩文化润民心促和谐

“玉鼓一敲心激动，今天专唱创文

明。努力创建文明城，沈丘人人在行
动……”每当夜幕降临，沈丘县北杨集
乡林寨行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各
种文娱活动便粉墨登场。

随着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建成，
不仅调动了群众参与广场文化活动
的热情，还激活了群众的创造性和艺
术细胞，他们自发组建广场舞、腰鼓
队等艺术小团队，这些“草根艺术家”
们旧调换新词，唱党的好政策，凝聚
了民心，引领农村形成了积极向上文
明风尚。

同时，文化不只是敲锣打鼓唱大
戏、吹拉弹唱图热闹，更要让文化工程
和文化活动充分承载和谐、向善、孝贤
等文明道德建设内容。因此，在示范
点村，公民道德纲要、家庭美德、社会
公德等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设置在
广场的每个角落，让大家在举手投足
间，即可感受春风化雨的道德讲堂和
心灵故事。③6

建好一个舞台 呈现万千精彩
——我省开展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活动综述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牵手河南农大

国际科研平台相中河南有缘由

▲8月21日，一名小朋友在倾听“排箫”发出的声音。暑假里，
郑州科技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通过观看科普展览、动手实验体
验科学现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⑨1 张涛 摄

◀8月20日，三门峡供电公司组织市外国语小学的孩子们走进
220千伏甘棠集控站，开展“小学生看电力”活动，对孩子们进行供
电、用电知识的科普。⑨1 张斌 李莉 摄

科普相伴 乐享暑假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丰
林）第十五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将
于9月7日至18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8月22日，记者从省残联获悉，
我省6名残疾人运动员和1名教练员，
将参加本届残奥会的田径、游泳、乒乓
球3个大项15个小项的比赛。

据悉，第十五届残奥会共设有视
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三大残疾
类别的22个大项、528个小项，将有来
自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350名运
动员参赛。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总人数为 499 人，其中运动员 308
人，将参加17个大项328个小项的比
赛。我省的张岩、许庆、王金刚、李露、
赵亚龙、申同庆6名残疾人运动员和1
名教练员将参加残奥会。目前，我省
的 6名运动员正在北京集训，8月 31
日将从北京出发前往里约。

据了解，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
1984年开始参加第 7届纽约残奥会，
目前已连续参加 8届，共夺得金牌 30
枚、银牌 8枚、铜牌 6枚，打破 14项世
界纪录。③5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祝贺你们
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她为祖国赢
得了荣誉，为河南争了光！”8月22日，
省妇联主席郜秀菊一行来到郸城县，
看望慰问中国女排运动员朱婷的父
母，特别授予朱婷“河南省三八红旗
手”荣誉称号，同时授予朱婷家庭“河
南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郜秀菊代表全省 5000万女性向
朱婷的父母表示热烈的祝贺，感谢他
们为朱婷的成长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郜秀菊说，朱婷是河南姑娘，她在奥运
赛场上与队友团结合作，顽强作战，展
示了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弘扬了中
国女排精神，全体河南人都为她感到
骄傲和自豪。

省妇联号召全省广大妇女向朱婷
学习，学习她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
神，学习她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勇
气，学习她坚毅沉稳、永不言弃的执
着，以朱婷为榜样，大力弘扬女排精
神，在各自岗位上做贡献、在行业中勇
争先。同时，希望全省3000万家庭向
朱婷父母学习，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科学教子，以德树人，为实现中原
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贡献人才。

在里约奥运会的比赛中，21岁的
周口姑娘朱婷表现出色，是队里名副
其实的得分王。朱婷的父母表示，他
们将把大家的关心转达给朱婷，鼓励
她继续努力，在今后的比赛中再创佳
绩，为国争光。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8月 22日，记
者获悉，今年省慈善总会拿出 350万
元，将资助兰考县等7个国家级贫困县
的700名贫困大学新生。

“慈善捐赠不仅解决了我们家的
大难题，更是一种精神支持，为我今后
战胜困难树立了信心。”来自兰考县红
庙镇北村的受助学生张航敏激动地
说，到学校后会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
会，尽可能帮助别人，传递爱心。

近年来，省慈善总会充分发挥慈
善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广泛开展慈善

助学活动，救助、帮扶了一大批贫困学
子。今年暑期，省慈善总会在继续联
合大河报等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开展
各类慈善助学活动的同时，又联手雏
鹰农牧集团董事长侯建芳，从侯氏家
族慈善基金中拿出 350万元，联合开
展了此次扶贫助学活动。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兰
考是省慈善总会 2016年系列慈善助
学活动的第一站，该活动还将陆续在
卢氏县、桐柏县、濮阳县、光山县、滑县
等国家级贫困县开展。③4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张志
君）8月 21日，由共青团郑州市委、郑
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联合主办的
2016年“省会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蓝
天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巩义市举行。

今年，蓝天公司为贫困大学生捐
款95.04万元，其中包括为“省会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资助贫困大学生 92
名。自2007年以来，该公司连续十年
共资助 602 名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

业，是郑州市希望工程实施24年来捐
助金额最多、资助学生人数最多的企
业。

“郑州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是由共
青团郑州市委、郑州市希望工程办公
室发起实施的一项以资助贫困大学生
为主体的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共筹集
助学资金1539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
3278人，已成为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少
年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品牌。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王晓
凡）记者 8 月 22 日从省肿瘤医院获
悉，该院近日成功实施了全省首例“私
人订制”3D打印胸骨置入手术，患者
胸骨肿瘤被切除后，取而代之的是为
其“量身定制”的钛合金胸肋骨复合
体，以帮助重建胸廓。患者术后恢复
良好，目前已康复出院。

今年63岁的患者朱先生，3年前
体检时被发现胸骨部位有一个黄豆大
小的肿物。今年 8月，朱先生来到省
肿瘤医院，被确诊为“胸骨高分化软骨
肉瘤”。“患者胸骨肿瘤巨大，胸骨切除
范围较大，如果采用传统的骨水泥或
者钛板对胸骨进行修复，患者术后整
个胸部会有明显的不适感。”该院副院
长、胸外科主任李印说。

经过会诊和研讨，该院最终决定
运用 3D打印技术为朱先生“量身定
制”一个钛合金胸肋骨复合体进行置
换。历时半个月，专家以患者 CT等
影像资料为模板，并根据手术切除范
围，成功完成了3D胸骨模型的制作。
经过 3个小时的手术，一个 1∶1比例
的钛合金材质“护心镜”成功替换了患
者体内被切除的胸骨。

据了解，3D 打印技术目前在国
内广泛应用于骨科治疗领域，而像这
种定制化的3D打印在医学领域还在
探索推广阶段，这种技术打印出的仿
真模型提高了手术的精确性，并且具
有更轻便、更美观、舒适性强等特
点。③5

我省6名运动员
将征战里约残奥会

朱婷获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省慈善总会350万元
资助700名贫困大学新生

蓝天助学金资助92名学子

全省首例定制 3D打印
胸骨置入手术成功实施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8月 17日
上午，来自全省各地的 143名希望工
程虹剑学友会的学子相聚郑州，与资
助他们的“李叔”团聚，并领取今年发
放的58.9万元助学金。

据了解，为帮助家庭贫困、品学兼
优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河南省希望
工程办公室和平顶山市虹剑煤化有限
公司于2005年联合设立了“希望工程

虹剑大学生助学基金”，同时组建了
“希望工程虹剑学友会”。

12年来，爱心企业家李红晓共捐
赠1000多万元，累计资助429名贫困
大学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李叔”。
在大学4年里，每名大学生可获得“李
叔”提供的两万元助学金。除了发放助
学金，虹剑学友会还加强对受助学生学
习、生活、成长的关心和关爱。③3

“李叔”12年出资千万元助学

近日，汝南县爱心企业来到该县一高校园，为30多名考上大学的优秀大学
生和贫困大学生捐赠近10万元助学金，帮助他们圆大学梦。⑨1 孙凯 摄

CIMMYT与我国合作已有30年历史

过去30年

CIMMYT小麦育种项目使
中国小麦产量增加了

380—1070万吨

农民收入增加了12—34亿美元

2000年以来，我国超过26%的

主要小麦品种含有CIMMYT种质

CIMMYT牵手河南农大，双方将在培育新品种、引进科学家、
加强全球性培训等3个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