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4日上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行“脱贫攻
坚记者蹲点”采访活动出发仪式，25路记者将深入全
省25个贫困村两个月。大河网为本次蹲点活动专门
策划了“河”你看扶贫大型视频直播栏目，讲述脱贫第
一线的精彩故事。

李有六和他的“小目标”
今年 2月，镇平县高丘镇史岗

村村民李有六从山上搬到了村里为
贫困户盖的新房。现在，李有六和
妻子一个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
在玩具厂上班。两口拿的工资加起
来有3000多元钱，加上村里发的低
保和光伏发电项目分下来的3000元钱，家里过得倒也
滋润。生活有了新目标，两口子笑得合不拢嘴，日子也
越过越红火，扫码来看村民李有六的“小目标”。

韩徐庄的“花”样脱贫
韩徐庄位于范县陈庄镇西北

角，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1
户，贫困人口159人，其中，已脱贫
11 户 51 人，未脱贫 30 户 108 人。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他们结合村情
镇情，与周围四个村子一起打造中
原荷花园，荷花、莲藕、莲蓬成为经济产业链。如今已
进入荷花开放的季节，被荷塘围绕的韩徐庄荷香飘飘，
沁人心脾。扫码观看韩徐庄的“花”样脱贫。

免费体检拒绝因病致贫
6月 19日，高丘镇卫生院为史

岗村的贫困户和 60岁以上的老人
们做免费体检。近200名村民领表
排队，等待检查血压、血糖、心电图、
B超、尿检等项目。有些贫困户是
因病致贫，乡镇政府将定期体检作
为扶贫的抓手之一，以减少慢性病的发病几率，同时为
患者免费发放药品。这服务咱村民认可不？戳二维码
看看老乡说了啥。 （张楠 整理）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实习生 张楠

“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睁眼看见的就
是你；那时，我对着你哭，你望着我笑……”6
月 18日是父亲节，大河网特别策划征集“我
与父亲的故事”，以父之名，让爱发声。在网
友分享的记忆故事中，或感动，或难忘，或遗
憾，或幸福，但一样的是父爱深沉如海，厚重
如山。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心中的英雄，拥
挤人潮中一把将我们举过头顶，在他的肩膀
上初探这个世界的模样。一天天长大后，我
们开始看到他不常有的一面，偶尔温暖幽
默，有时严肃认真。一起看网友眼中父亲的
故事，聆听父爱的声音。

记忆里的超级英雄

大河网网友“时光初现”：初二时，我的父
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之前他一个人在外
地工作，一年只回几趟家。每次他回家，我都
很陌生，隔好久才接纳他。我喜欢他每次带
回家的糖果和小玩意儿，喜欢他从北京寄来
的照片和明信片，喜欢听周围人说他的好，喜
欢他一回家就走亲访友，有很多叔叔来家里
做客，我觉得他们说话很有文化，我觉得是父
亲让我在小镇成长却从不觉得闭塞。

我记得小时候早上起床父亲给我讲超
人的故事；父亲看到我闷闷不乐，用胡子扎
我，让我有心事就要和妈妈说；父亲和我还
有邻居小孩捉迷藏，坐在椅子上扮老虎吓我
们，结果一不小心把椅子扶手给弄断了，然
后拿那黄色的电工胶带缠呀缠呀……父亲
常在家里做俯卧撑，还有个拉力器，被我和
邻居小孩拿来顶在头上扮皇帝；父亲很好

学，每次回来一有空就看书，父亲三十多岁
考到北京去读大学，放假回来把成绩单给我
看；父亲说自己的字不好看，下决心练字，真
的就坚持了好久；父亲给母亲写的信，我偷
偷看过几次，当时觉得好肉麻，现在我知道
那是个多有情义的男人……

他是我的“前世情人”

大河网网友“梅竹君”：我出生的时候父

亲已经43岁了，小时候出门他总是大手牵小
手，勾着我的小拇指头走路。不过，经常被
人误以为是我爷爷。我家住在五楼，每次他
一下班走到一楼就开始大叫我的小名“丫儿
哟”，大嗓门响彻整个家属楼，全院子的人都
知道李大夫回来了。

考上大学去学校的那个晚上，坐上火车
隔着窗对父亲挥手告别，我的那个鼻涕眼泪
啊。记得火车缓缓开动，父亲就在我的车窗
外跟着走，但是他一直没有抬头看我，就那
么低着头走。我想父亲的心情一定很难过，
所以才不敢抬头。

我在外省工作，今年父亲生日那天只有
他、母亲和两个孙子在家。父亲架好DV机
搞自拍：先是喊我的名字，“李丫丫说，祝我
生日快乐”，啪啪啪自己鼓掌，然后又这样喊
我二哥和我大哥的名字，啪啪啪鼓完掌，才
吹蜡烛，切蛋糕。没能陪在他身边，想想真
是内疚极了。

骑着Honda摩托的父亲

大河网网友“铜木匠”：父亲在别人眼
中一直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事实上更多时
候我把他当成极具浪漫色彩的人物。小时
候，父亲会领我见识当时新潮的事物，用录
音机给我播放稀奇古怪的音乐，教我怎样
把黑桃变成红桃。觉得最拉风的时刻就是
小学放学，父亲骑着 Honda 摩托，戴着墨
镜，梳着大背头，载着我飞驰在小镇上，一
路歌唱。

小时候经常搬家，时而去郊区时而去山
上，父亲总能找到一个不可思议却又算是舒
适的住所。虽然童年没什么玩伴，但我觉得
这也是我难能可贵的童年经历。犹记得一
次搬完家，父亲坐在电视机上弹着红棉吉他
唱了歌，然后和我说了一大段我听不懂也记

不清的话。
我想如果不是扑面而来的压力与羁绊，

他可能是个诗人，可能是个乐手，可能成为
任何为人称道的角色。如今在几千公里外，
想想，大概早已经被父亲感染了，学会了要
在这个不被理解的社会里，不畏惧地做着自
己认为正确的每一件事。

说不出口的父爱是珍贵的情感
袁林方 河南省心理专家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表达爱的方式通常
是含蓄内敛的，不光是向孩子表达父爱，国
人之间表达情感时都不会像西方人一样非
常明确地说出“我爱你”、夸张热情地拥抱。
在亲子关系中，对小一点的宝宝还可以，对
年龄略大的孩子，表达爱意不仅是父亲，母
亲也不会轻易说出口。

父爱不易说出口，有时候是觉得爱是一
种特别珍贵的情感，是不能轻易说出来的。
轻易说出的爱仿佛就不珍贵了。因此在表
达爱的时候，越珍贵越会在特别重要的时刻
才会表达。

但作为孩子，许多是没有能力体会的。
有的孩子能感知的到，有的孩子不能感知
到。往往等父母老的时候，感知到父爱如山
的时候，许多无声无息的陪伴都随着岁月的
流逝错失了。

不过的确在目前有一些父亲是缺位的，
参与孩子的教育很少，在孩子的成长中逃
避责任，不去爱或不会爱，造成很多孩子缺
乏父爱，造成安全感的缺失或性格出现问
题，对于这类父亲，还是提醒他们要多关注
孩子的成长，多用心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
到父爱。

本期焦点 河你看扶贫

大河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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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日，郑州市鑫苑油脂有限公司发起
“送瓜行动”，该公司从周口市扶沟县白坛镇购买
了8000斤“扶贫西瓜”，在炎炎夏日为二七区环
卫工人们送去一份清凉。网友们纷纷点赞此行
动，大河网网友“wyh135789”发帖倡议：致敬！
高温下的劳动者。

网友为爱心企业点赞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购买“扶贫瓜”，献

爱环卫工，一举两得，点赞爱心企业。

@叮当：环卫工人是城市的荣誉者，郑州鑫

苑油脂有限公司的行为一方面呼吁了市民共同

维护城市清洁，另一方面鼓励更多人关爱城市中

的高温劳动者，因而十分有意义。

向高温中的坚守者致敬

大河网网友“寒露凝歌”：一座城市的正常运

转总离不开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在高温下付

出汗水和辛劳时，我们理应给予掌声。少添乱、

守规矩、懂感恩，其实就是我们对劳动者在高温

下坚守的最好礼物。

@夏日小满：当看到环卫工人辛勤工作的时

候不乱扔垃圾，当外卖小哥晚点送到外卖的时

候，不抱怨不责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高

温下的滚烫的“热度”转换为城市的“温度”。

共同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二七区城市清洁服务公司副总经理谈玉霞
认为，在高温天气里，用人单位对露天环境下的
劳动者应当做好劳动防护，应树立“以人为本”的
用人意识，主动作为，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比
如用人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应向高温作业的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及必
需的药品，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休息
场所应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或配有空调等防
暑降温设施。保护好劳动者、提高劳动者待遇也
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这对于用人单位提高声
誉、提高生产力都有益处。

“希望全社会共同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
果，不乱扔垃圾，商铺不随地扔废弃物。虽然用
人单位要给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环卫工人调
整作业岗位，但是还是希望沿街商铺能让环卫工
人进店休息，过往车辆更是不要在行车途中乱扔
杂物，避免环卫工人在捡拾中出现交通意外。”谈
玉霞说。 （梁倩文）

大河网特别策划“我与父亲的故事”——

说不出口的父爱：妈，我爸呢？

网友故事

专家观点

大河网友倡议：关爱高温下的劳动者
□申国华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近几年的热点

话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组

赴多个省份探访了有关情况。督查中，有些企业反映，

行政审批不收费了，但行业协会开始收了，政府部门收

费少了，但中介服务收费多了；个别收费项目改头换

面、卷土重来，严重影响清理涉企收费的实际效果（6

月 18日《人民日报》）。

此类现象值得警惕，笔者以为应从三方面入手，谨

防行业协会收费架空“放管服”重大决策部署。

首先，健全制度措施。行政审批减少后，一些领

域、行业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空当”，填补这些“空

当”需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免“摁下葫芦浮起瓢”。

其次，严格制度执行。好的制度未必就一定有好

的执行。严格执行职业资格许可等制度，既需要敢啃

“硬骨头”，还需要“铁”一般的担当，坚持法规制度面前

人人平等。

最后，加大监管力度。简政放权，不是放任，而是要

放管结合。实施有效监管，主要是要在“管”字上做文

章，从过去以审批为主的准入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让市场活而不乱。

总之，要谨防行业协会收费架空“放管服”政策。

让包括企业“减负”在内的“放管服”重大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将会进一步为市场增活力、为发展添动力，释放

各领域干事创业潜能，让更多群众和企业对改革的获

得感不断增强。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25路记者蹲点贫困村
直播一线脱贫故事

谨防行业协会收费
架空“放管服”政策

炎炎夏日收到“爱心西瓜”，二七区环卫工人很开心。

网上流传的一张父亲为孩子打伞的图片
感动了很多网友。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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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公司：
我校培育小麦新品种百农4199、

百旱207、百农201，已获得河南省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现拟对该3个品
种进行成果转化推广，具体公告如下：

一、成果介绍

（一）百农4199
品种名称：百农4199；申请单位：

河南科技学院；育种者：茹振钢、李淦、
胡铁柱、李笑慧、冯素伟等；品种来源：
百农高光3709F2/矮抗58；审定编号：
豫 审 麦 2017003；品 种 权 号 ：
20160344.3。

属半冬性多穗型中早熟品种，全
生育期 229.5～230.9 天。幼苗半直
立，苗期叶片短宽，叶色浓绿，苗壮，冬
季抗寒性好，分蘖力中等，成穗率高；
春季起身拔节早，两极分化快，苗脚利
索，抽穗早；株型偏紧凑，旗叶偏小、上
举，穗下节短，蜡质轻，亩成穗数多，穗
层整齐；株高71.4～75cm，茎秆粗壮，
弹性弱，抗倒伏能力一般；纺锤型穗，

穗色黄绿，小穗排列密；长芒，结实性
一般，籽粒角质，大小均匀，黑胚少，饱
满度好，容重高；根系活力强，后期叶
功能好，耐高温，成熟落黄快。产量构
成三要素：亩成穗数44.2～46.1万，穗
粒 数 30.5～32.0 粒 ，千 粒 重 45.8～
47.5g。中抗条锈病，中感叶锈病、白
粉病和纹枯病，高感赤霉病。蛋白质
13.44%，容重822g/L，湿面筋26.8%，
降 落 数 值 455s，吸 水 量 61.4mL/
100g，形 成 时 间 1.9min，稳 定 时 间
6.5min，弱 化 度 50.0F.U，出 粉 率
72.4%，沉淀指数78mL，硬度64.0HI，
白度 73.6%。2015～2016 年度参加
河南省冬水 A 组生产试验，14 点汇
总，14点增产，增产点率 100%，平均
亩产 540.5kg，比同组对照周麦 18增
产6.1%。

（二）百旱207
品种名称：百旱 207；申请单位：

河南科技学院；育种者：欧行奇、马爱
军、马国防、李新华、王紫娟等；品种来
源：百农 207系选；审定编号：豫审麦

2017025。
属半冬性早熟品种，全生育期

226.2～229.8天。幼苗半匍匐，叶片宽
大，叶色深绿；分蘖力较弱，成穗数偏
少，抗寒性一般；株型半松散，株高
72～84.4厘米，茎秆粗壮，抗倒性好；长
方形穗，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
熟相好。产量构成三要素：平均亩穗数
30.2～34.3万，穗粒数36～39.2粒，千
粒重 45～47.9 克。2015～2016 年度
河南省旱地组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375.9 公 斤 ，比 对 照 洛 旱 7 号 增 产
5.6%。抗旱级别4级。中感条锈病、叶
锈病、白粉病、纹枯病，高感赤霉病。适
宜河南省丘陵及旱肥地麦区种植。注
意防治蚜虫和赤霉病。耐旱高产，节水
高效；综合抗病性强、抗倒性好。

（三）百农201
品种名称：百农 201；申请单位：

河南科技学院；育种者：欧行奇、鲁茂
龙、刘小勐、乔红、欧阳娟等；品种来
源：04中36/华育198；审定编号：豫审
麦2017019。

属弱春性中熟中筋品种，全生育
期224～225.7天。幼苗半匍匐，叶片
较长，冬季抗寒性弱；分蘖力高，成穗
率一般，春季起身早，两极分化较快，
抽穗较早，抗倒春寒能力一般；株型松
散，旗叶短宽，上冲，株高74.6～82厘
米，茎秆粗壮，抗倒伏能力较强。纺锤
型穗，长芒、白壳、白粒，籽粒半角质；
耐后期高温，熟相较好。产量构成三
要素：平均亩穗数36.1～40.6万，穗粒
数 35.2～36 粒 ，千 粒 重 44.2～45.2
克。2015～2016年度河南省春水组
生产试验，平均亩产489.5公斤，比对
照品种偃展4110增产 5.4%。中感条
锈病、叶锈病、纹枯病，中抗白粉病，高
感赤霉病。适宜河南省（南部长江中
下游麦区除外）中晚茬地种植。播期
10 月 15 日以后播种为宜，亩播量
10～13公斤。注意防治蚜虫和赤霉
病。晚播早熟高产；高水肥地块，10
月下旬至11月上旬播种，亩产仍可达
到 600 公斤左右；品质优良，籽粒饱
满，面粉白，蒸馒头食味好。

二、报名

（一）公司提交转化申请
在成果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有成果转化意愿的企业（简称“转
化企业”）填写《河南科技学院成果转
化申请表》（企业），连同公司简介、资
产负债表、资金损益表、诚信证明（由
当地种子管理部门开具）等与电子文
档密封一并报送河南科技学院科技处
（学校行政楼606房间）。

（二）资格审查
由学校组织相关处室组成转化企

业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小组负责审查
转化企业资质和实力，并于6月 26日
前形成审查结论。符合转化条件的转
化企业原则上不低于3家。

三、竞争性谈判

学校组织相关人员组成谈判小
组，小组负责通知并组织转化企业召
开谈判会议，并与6月 28日前形成最
终谈判结论。

竞争性谈判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谈判小组分别与转化

企业议价，初步选定转化企业，初选企
业原则上不低于3家。该阶段企业报
价原则上不超过3次。

第二阶段：谈判小组与入选转化企
业进行公开竞价谈判，选出转化企业。

四、公示和签订协议

最终结果在学校网站、公示栏公
示。公示期 15天。由科技处根据转
化程序与转化企业沟通并在7月15日
前签订协议。

五、联系方式

公告 网 址 ：http://zcc.hist.edu.cn/
info/1008/2546.htm
咨询电话：王锐 李勇超

0373-3693603 13903803291
0373-3693346 15936529310

Email：kjxyzh@163.com

20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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