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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5月 15日
起，受低槽影响，我省将再迎大范围
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我省东部需
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引起的小麦倒伏、农田渍涝等不
利影响。

据省气象台预报，受西风槽和低
空西南急流共同影响，15日下午到
16日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将有一次对
流性降水过程，北部、东部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积
降水量可达 30毫米~50毫米，局地
70毫米~11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最大小时雨强 20毫米/小时~40

毫米/小时。
省气象台建议，北中部地区应提

前做好小麦“一喷三防”，减轻干热风
的危害；西部山区谨防冰雹对林果等
经济作物造成的危害；东部需防范短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引
起的小麦倒伏、农田渍涝等不利影
响。

具体预报如下：15日，全省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到中阵雨、雷
阵雨。其中，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
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16日，东部、南部阵雨、雷阵雨
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多
云。17日，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
到多云。②40

今起多地将迎强对流天气
局部或有冰雹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
烜）5月 14日，凭借“基于装备制造大
数据的工业云平台建设”这一科技成
果，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领衔的
创业创新团队入选“许昌英才计划”，
并获得了300万元的项目扶持资金。

像姚建铨院士团队一样，在当天
召开的许昌市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创
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共
有26个创业创新团队进入“许昌英才
计划”榜单，奖励资金总额达到 9560
万元。

在此次会议上，还有一批在创新
驱动和产业转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
企业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创新型企业家
受到隆重表彰。黄河旋风、金汇集团、
首山焦化公司等130多家企业因为在
培育创新主体、建设创新载体、促进创
新成果落地等方面成效显著而获得重
奖，奖金合计高达 2051.1万元。河南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晓杰等4人荣获“许昌市优秀创新型企
业家”称号，各获奖金60万元；河南森
源重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陈西山等
3人获“许昌市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称号，各获奖金40万元。
此外，许昌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

首次超过 200 亿元的河南金汇不锈
钢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予
以表彰，分别奖励资金 200 万元；对
许继集团等 14 家 2017 年度全市转
型发展成效明显企业予以表彰，分别

给予 20万~90万元的奖励。
这是许昌市连续第 6年重奖科技

创新人才。许昌市市长胡五岳说：“在
爬坡过坎、转型攻坚的紧要关口，许昌
要靠创新驱动发展，激发科技创新、全
面创新的强大动能，增强人才‘第一资
源’的巨大力量，以人才赢得未来，才
能走出一条结构更优、效益更佳、活力
更足、后劲更强的发展道路。”

得益于大力实施人才引领、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许昌市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出规模持续壮大、结构日趋优化、
创新驱动强劲、人才支撑有力的鲜明
特点。2017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迅猛，总产值突破 2000亿元，居
全省第2位；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企
业达到 8 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00
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项、省科技
进步奖16项，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
达到12472件和 4594件，分列全省第
2位、第 3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60%。2017年，许昌市成
功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家产
融合作试点城市，被确定为全省唯一
的转型发展观摩示范市。②40

袁玉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许昌重奖科技创新人才
26个创业创新团队、百余家企业分享亿元奖励

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镇五丰村
附近的山腰上，袁玉冰烈士墓就在他
出生地的那一片青山环抱中，墓碑上
写着“革命事业立千秋，烈士精神传
万代”。五月的雨丝丝缕缕地落在苍
松翠柏上，诉说着英雄的事迹，令人
肃立而思。

袁玉冰，1899年出生，江西泰和
县人。1922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
系，并很快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
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
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春，袁玉冰受党组织委
派从北大回到南昌工作，从此走上了
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在南昌，他与赵
醒侬、方志敏等一起组织了“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两
个公开群众团体，并担任民权运动大
同盟交际部主任，领导江西民众开展
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

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
到上海工作。同年8月，受党组织派
遣，袁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1925年 8月按党的指示提前回
国，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宣传部主任、
地委书记，为后来北伐军胜利进军江
浙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 10月，袁玉冰参加上海
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年底，奉调回
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
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灯》周刊，使
之成为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新
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后任中
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

书记等职。
“袁玉冰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

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他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
出了贡献。”泰和县史志办主任刘捷
说，“他威武不屈、富贵不移，为实现
崇高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精
神，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大批
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子惨
遭杀害。在这危难时刻，袁玉冰毫无
畏惧，于5月 16日写下《蒋介石政府
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介石“清
党”的实质，痛斥其镇压工农运动和
叛变国民革命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
奋起反抗，为自由而战，为解放而战。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
地委书记，他不惧危险，出生入死，积
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1月，袁玉冰
调任赣西特委书记，在吉安准备组织
暴动。12月 13日，袁玉冰化装进入
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时，由于叛徒出
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
用尽各种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视
死如归。12月 27日，袁玉冰在南昌
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8岁。

“听前辈们说，爷爷非常爱学习，
为了学习他什么苦都能吃，脚磨起了
血泡用盐水泡一泡，再继续赶路。”袁
玉冰的侄孙袁登泰说。袁登泰的儿
子袁鑫真诚地表示：“太爷爷是个‘大
人物’，我也要像他一样努力读书，为
社会做贡献。”

（新华社南昌5月14日电）

王新前的“四季歌”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刘仁忠

5月 14日，记者到汝南县常兴镇
西王庄村采访，看到贫困户王新前和
家人正忙着在田里摘豌豆荚。

两年前，王新前的独生子王勇不慎
摔成下肢瘫痪，为治疗花去全家积蓄，
还借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王新前和
妻子患有脑血管疾病，不能干重活，一
家人的生活全靠儿媳妇打工维持。

2017年春，王新前家被确定为贫
困户。扶贫先扶智，帮扶队员和村干
部多次到王新前家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让他们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重新
扬起生活的风帆。

发展产业，是帮助贫困户脱贫的
基础。去年秋天，帮扶队员立足王新
前家耕地多的优势，帮助他家在花生
收获后，采取白菜+豌豆套种的方法，
实现立体增收，科学脱贫。帮扶队员
为他买来蔬菜种植技术书籍，并为他
下载了种植白菜和豌豆的视频，让他
好好学习科学种植技术，还为他买来
了白菜和豌豆种子。村里借助农业综
合开发的契机，在他家的地头打了一

眼机井。
去年三伏天，王新前按照帮扶队

员的指导，头顶烈日，拉着架子车，按
照每亩施鸡粪一吨的施肥标准，将鸡
粪一车一车地撒在地里，然后整地起
垄，种上了白菜。精心种植加上科学
管理，10亩白菜收入 3万多元。王新
前一家重新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在白菜还未收获前，王新前就按
照技术要求，将豌豆籽一粒一粒地种
在白菜垄里，等待今年春天萌芽。在
种植豌豆的过程中，王新前严格按照
标准化、无公害的要求，施农家肥，用
传统的方式除草，定期浇水，确保了豌
豆的品质。

“10亩豌豆荚，不出村就被村民们
买光了，又收入4万多元。”王新前开心
地说。

接着，王新前又在10亩地里种上5
亩黄瓜、豆角、辣椒、番茄，另5亩地种
上西瓜。“蔬菜早已给附近几家超市签
订了合同。另外还给驻马店、信阳等城
市的超市签订了蔬菜收购合同，虽然种
的蔬菜多，但不愁销路。”王新前说。

辛勤劳动地生金。王新前一家依
靠10亩地，在帮扶队员的帮助下，春夏
秋冬都可以交替收播，实现一年四熟，
收入也在不断往上翻。“年底就能把欠
债还清了。”王新前对未来的脱贫致富
信心满满。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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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因素拉低小麦价格

“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显示，
截至5月8日，河南省小麦原粮进厂价
格2484元/吨，较4月初下跌1.9%。

省粮食局相关专家分析，究其原
因，一是政策性小麦销售底价进一步
下调，使得国内小麦市场流通格局发
生改变，更具性价比优势的政策性小
麦将再次主导市场，而储备粮及其他
粮源的市场销售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二是市场各方对后市以看空为主，贸
易及仓储企业出库积极性较高，而面
粉企业则以面粉销售为导向进行生产
采购，采购规模有限。不对等的供需
继续下压小麦市场价格。

据悉，2018年生产的小麦（三等）

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15元，比2017年
下调3分。“此举进一步明确国家回归
托市收购本意，扩大市场化收购的导
向。”中储粮集团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韩
建峰说。

新粮上市不要集中售粮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小麦收购
商对于新季小麦的开秤价格基本定在
1.10元/斤左右，而2017年小麦开秤价
在1.14至1.18元/斤。

鲁山县振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理刘振江也认为，新粮上市后售粮
价会下降。根据以往经验，建议种植
户不要在新粮上市后集中售粮，不具
备存储条件的，建议在粮库开收后售
粮；有存储条件的，可以在 10月中下

旬、11月售粮。
如何保证麦农种粮利润，除了选

择合适时机售粮外，当下还有一些事
儿需要广大农民朋友关注。

近日，在睢县孙寨乡代集村，中储
粮为当地村民请来了农业专家，指导
农户用无人机给麦田喷洒农药。该县
农业局技术人员许志学提醒，目前，我
省小麦处于灌浆后期，正是小麦生产
管理的关键时期，也是防治小麦多种
病虫害的重要节点，为了保证小麦稳
产高产，广大农民朋友在预防小麦病
虫害时应该注意对症下药，治什么虫
打什么药；严格控制用药量，合理配
比；降水过后，对土壤湿度较大的田块
及时清沟，最大程度降低田间湿度，降
水量大的地区要防止土壤脱肥，施好
灌浆肥。③6

麦价下跌麦农收益如何保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再过不到一个月，我

省小麦就要陆续开镰。

数据显示，近期我省小麦

均价出现明显下跌，较4

月初下跌 1.9%，不少种

植户担心种粮收益会降

低。后期小麦价格会如

何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看专家的分析。

5月 14日，民权县
伯党乡康庄村村民在采
摘“绿宝”甜瓜。今年，
该乡财政所帮助群众办
理小额贷款，扶持康庄
村建成温室大棚 20余
亩，种植甜瓜和西瓜，助
力村民增收致富。⑨3
豫之岷 摄

瓜果飘香
果农乐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 月 13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四部
门已联合下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行动方案，要求6月底前完成相关
排查摸底，年内完成集中整改并向社
会公开无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
《白名单》及有安全隐患、无资质和有
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

当前，校外培训机构火热，部分
培训班以强化应试、超纲教学、提前
教学等模式，刺激了家长的“抢跑心
理”和“从众心理”，加重了中小学生
负担。专项行动将重点向中小学生
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等不良行
为；公办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挂钩招
生；部分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

“非零起点教学”；教师到校外培训机
构任教等不良行为“亮剑”，促进校外
培训机构有序健康发展。

为推动工作，省教育厅、民政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商局成立

“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联合
工作组”。各地要建立教育行政部门
牵头，民政、人社、工商（市场监管）、
公安、消防等部门共同负责的工作机
制，成立专项治理联合工作组组织实
施。

我省还将通过严格准入制度，以
加强对社会上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竞
赛、评比、表彰等的管理，推进招生制
度改革，推进学校课程改革等方式，建
立规范校外培训机构长效机制。③4

校外培训“黑白”名单年内公布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文字创始
地，史官肇任处。5月 13日，农历三
月二十八，汉字“造字鼻祖”仓颉诞辰
日，中国（鲁山）第二届世界汉字节在
鲁山县仓头乡拉开帷幕。来自国内
外的汉字专家学者、汉字文化爱好者
和当地群众5000多人共襄汉字传承
发展盛举。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的古老文字
之一。作为世界汉字发源地，鲁山县
仓头乡是“造字鼻祖”仓颉的故乡，这
里拥有全国唯一的集造字台、祠堂和
墓室于一体的古建筑和独特的一墓三
坟古墓葬制，也因此奠定了古仓子头
在厚重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仓颉文化成为鲁山历史文化元素的代
表之一，仓头村被评为河南省历史文
化名村，并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近两年来，鲁山县委、县政府把

举办世界汉字节作为传承历史文明、
弘扬汉字文化、践行文化自信的有效
举措，不断推进汉字文化繁荣发展。
本届汉字节期间，不仅有以“传承仓
颉文化、弘扬仓颉精神”为主题的文
艺演出，更有“同写汉字、写好汉字”
万人签名、祭拜大典、传统古刹大会
等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

开幕式现场，国际书画名家邀请
展展出了39个海外书法家协会选送
的优秀书法作品。来自阿根廷、菲律
宾、坦桑尼亚等地的华侨专家学者，
因在繁荣汉字文化中作出积极贡献，
荣获仓颉艺术勋章、仓颉文化贡献奖
等。在世界汉字节高层论坛上，海内
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仓颉与中国汉字、
汉字起源与发展、中国汉字的文化战
略意义等主题，共话汉字文明亘古恒
今的无限魅力。③7

弘扬汉字文化 践行文化自信

第二届世界汉字节在鲁山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