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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聚天下英才 让中原更加出彩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巍峨桐柏山，层林尽染。悠悠淮河
水，无语东流。这山与水仿佛在向人们
述说着烽火岁月中，桐柏县这块土地上
的英雄儿女为谋取人民幸福生活而奋
斗的感人事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桐柏英雄”。
10月 29日，我们造访桐柏县，采访

一位新时代的“桐柏英雄”——埠江镇
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作为我省唯
一的代表，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健就“脱贫攻坚”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成了家喻户晓
的名人。

面对厄运他不低头

“要不是 2012年那场意外，日子比
现在要轻松些。”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
李健话语平静。由于家中姊妹多，生活
穷困，高中还未毕业，李健就在碱矿打
工，还当了村里的电工，将自己的小家
经营得有声有色。

厄运在 2012 年夏天突然降临，在
一次检查变压器的时候，由于脚底的梯
子一滑，他右手不小心抓到了高压线，
一团火光之后，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在
医院整整躺了 360天，先后经过右臂被
截肢、右腿取骨移植等大大小小11次手
术，李健活了下来。

看着一家老小，李健感到了肩头担
子的分量：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必须
站起来。

又休养了近一年后，还未完全康复
的他决定种大葱。2014年，李健从亲戚
邻居那里借了 20余万元，在邻村租了

100亩地，栽上了葱秧。每天天蒙蒙亮
就下地，中午就在地头啃块馒头，喝点
米汤，下午要干到天黑才回家。可一家
人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因为盲目种
植，市场信息不畅，大葱滞销，赔了25万
元。老母亲因受不了打击去世，妻子因
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至今行动不便。
这个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成了贫困户。

但这个生性倔强的汉子不服气,在
扶贫干部和村里的帮扶下，李健重新振
作起来。

誓把付楼变“富楼”

“既然群众信任我，让我当了村支
书，我就有责任带着大家共同脱贫致
富，把付楼变‘富楼’。”今年4月，在付楼
村“两委”班子换届中，李健全票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

埠江镇党委书记王诗东告诉记者，
李健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有敢想敢干
的勇气，在群众中有极强的公信力。

2014年种植大葱失败后，李健意识
到自己市场信息不灵通。第二年，他开
始全国各地到处跑，各大蔬菜市场都有

他的影子。2015年，在种植大户们纷纷
放弃的情况下，他坚持种植了 53 亩大
葱，收获季节一度卖到脱销，不仅还清
了债，还净挣了 20多万元，一举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这两年，他又先后自费
到泌阳县、西峡县等地学习食用菌、蔬
菜种植技术，取到了增收的“真经”。

“桐柏自古出英雄，李健就是我们
村的英雄，不仅自己熬过了那么苦的日
子，现在还带着我们脱贫致富。”对李
健，付楼村的群众一点儿不吝啬夸奖。

“没出事儿前，他就是个热心人。
他家里也不富裕，可做电工的时候，五
保户、困难户实在缴不上电费的，他都
自己垫了。种葱的时候，给困难户垫葱
种、垫肥料钱都是常有的事儿。大家打
心眼儿里佩服他！”付楼村村委会主任
张荣山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任以来，
李健凭自己种植蔬菜的经验，引导帮助
近30户村民共同建设50亩左右的蔬菜
示范基地、香菇种植基地。在镇上的帮
助下，村里建起了玩具扶贫车间，至少
带动40户村民就业增收。③9

桐柏自古出英雄，李健就是
我们村的英雄，不仅自己熬
过了那么苦的日子，现在还
带着我们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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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张晓静）优秀干部人才培养工作
打好“走出去”“引进来”组合拳，
成为濮阳高质量发展的“助推
器”。近年来，该市着力实施“外
挂内引”工程，外派优秀年轻干部
人才到发达地区接受锻炼，柔性
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弹性挂
职，实现招才引智与服务发展“互
动双赢”。

“同样是乡镇，为何他们的化
工新材料已成为招牌，而我们的
化工产业转型升级仍有瓶颈？”10
月 28日，濮阳县渠村乡党委书记
管世仲告诉记者，他到上海市金
山区朱泾镇挂职后，脑海中不断
浮现这样的疑问。

产业相似、基础相近的经济
发达地区和农业先进市，不仅是
濮阳干部人才“外挂”的首选，更
成为他们借鉴学习的“源泉”。以
产业布局、招商引资等为目标，濮
阳“外挂”优秀年轻干部在长才干
的同时，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让先进经验、先进项目在濮阳落
地。截至目前，濮阳共选派 18批
96名优秀年轻干部外出挂职，并
由此引进项目13个、吸引投资20
余亿元。

“走出去”也要“引进来”。濮
阳主动对接上级机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有针对性
地吸引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前来
挂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等
灵活方式实现人才需求与人才引
进的紧密对接，以金融管理、资本
运作单位人才为重点的引智引资
并行，为濮阳城市建设、扶贫攻坚
等提供资金支持。

濮阳县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
所合作建设的濮阳光电产业技术
研究院，是我省首家光电产业技
术研究院。“我们致力于成立一个
研发平台，让当地企业棘手的研发
问题，都能在产业集聚区内解决。”
河南科技大学教授闫海涛被招引
而来，又三次延期留任。作为该研
究院的奠基人，他充分利用在专业
技术领域的优势，开拓了濮阳县光
电产业发展新路径。

为帮助企业打破人才瓶颈，
濮阳按照“企业作主体、政府出政
策、共同搭平台”的思路，探索组建
企业人才服务团，对口派驻重点企
业工作5年。66名服务团成员被安
置到企业研发、采购、生产等重要岗
位，建立了引进人才与重点产业发
展的良好互动支撑机制。③5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
恒。1908 年 6 月出生，辽宁通化
（今属吉林省）人。1924 年，东北
军扩建空军，招考飞行员赴法国学
习，他把名字“铭久”改为“志航”，
表明志在航空的决心。最终，他如
愿前往法国学习军事飞行。

1929 年 1 月，高志航学成回
国，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处飞鹰支队
任少尉飞行员。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
爆发。8月 14日，日军 18架“九六
式”陆上攻击机空袭杭州笕桥机
场。当天 18时 10分，杭州发出空
袭警报。此时，中国空军第 4航空
大队第 21、22、23中队已由河南周
口起飞，经过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
飞行，油料将尽。刚在笕桥机场降
落不久的高志航机队，不顾长途飞
行的疲劳和油料不足，英勇果敢地
冲上天空，在云层里同敌机群展开
猛烈厮杀。

高志航驾机占据有利位置，抓
准时机、准确击中一架日机右翼主
油箱，敌机迅速坠落在钱塘江畔。
这架敌机也成为被中国空军击落
的第一架日军战机。不到 30分钟
的战斗，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3架，
击伤 1架，我仅 1架战机轻伤。八
一四空战告捷。

1937 年 11月，高志航奉命率
队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
飞至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因天气恶
劣，在机场待命。21日，机场突遭
11架日机偷袭，高志航在进入机舱
准备起飞战斗时，被炸弹弹片击中
牺牲，时年30岁。

2015 年 8 月 29 日，三峡大学
西校区高志航路上，抗日英烈高志
航塑像落成。整个塑像庄严雄伟，
头戴飞行帽的高志航，一手叉腰，
举目远眺，仿佛正在观察云天之上
的战况。

（据新华社沈阳10月30日电）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通讯
员 王娜）“我可以在这个村的乐器
作坊里学习制琴技术吗？”10月 30
日，在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来自
泰国财政部的一名官员，走过干净
的村道、看完整洁的民房，在一家
乐器坊，好奇地问道。

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
坛将于 11月 1日至 2日在北京举
行。10月 30日，论坛召开前夕，主
办方组织来自亚欧非拉国家的 14
名嘉宾、相关工作人员及媒体记者
30余人，到开封兰考县开展实地考
察。

考察团一行在兰考城市会客
厅观看了兰考城市发展进程展

览，感受兰考经济社会发展所带
来的巨大变化，从培养盘拿起奥
吉特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肉质肥
厚、味道鲜美的褐蘑菇直接吃了
起来，对东坝头乡张庄村的“巧媳
妇”布鞋竖起了大拇指。在堌阳
镇徐场村，行走在兰考希望的田
野上，房前屋后，鲜花与蒜苗并
排，街道虽不宽却干净整洁，嘉宾
们纷纷赞叹：“这样的村庄，我们
都喜欢！”

据了解，此次论坛由中宣部、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
联合主办，开发银行、中国社科院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和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承办。③6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老家河南有干事
创业的广阔舞台，我愿意放弃国外和国内一
线城市的机会，投身于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浪
潮中。”在 10月 27日举行的“高等院校引进
高层次人才专场活动”（以下简称“高校专
场”）现场，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毕业生、26
岁的高杨如是说。当天，他与郑州大学签约，
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办理了相关手续。

“高校专场”坚持引进人才与引进项目
相结合，拟签约合作项目 12个：河南大学与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签约，在学科建

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交流；河南中医药大
学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克里斯汀·霍尔舍教
授签约，设立中医药防治脑病国际研究中
心……这些项目将优质资源吸引到河南，将
有力提升河南高校科研水平和产业创新能力。

“高校专场”还邀请了各级各类高层次
人才嘉宾 73位，在 10月 26日举行的“教育
专家河南行”中，来自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
等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走进郑州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调研，为“双一流”和地
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建言献策。③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张劲松

1937年 11月，被誉为“空中战
神”的抗日战争空军英雄、中国空
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 4 航空大
队大队长高志航，在当时的周口机
场遭到日机轰炸，壮烈牺牲。

81年过去了，高志航这个名字
一直被周口人感念着、传颂着。

10月 30日，在周口市商水县
一片静谧的林地里，记者瞻仰了英
雄的风采，汉白玉制成的高志航雕
像巍然屹立，神情姿态坚强勇毅。

1937 年 11月，高志航奉命赴
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
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口机
场，因天气恶劣，留驻周口机场待
命。11月 21日，11架日机突然向
周口机场飞来。接到报告，高志航
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
已飞至机场上空并俯冲轰炸，高志
航刚进入机舱就被日军的炮弹击
中殉国，时年30岁。

“听说父亲牺牲时，双手还紧
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现年 90
岁的高志航女儿高丽良哭着对记
者说。

“以前光知道附近驻扎有飞
机，他牺牲后，高志航这个名字才
在周口老百姓中间传开，说他曾经
击落首架日机，立下了赫赫战功。”
周口市川汇区杨德清老人当年 16
岁，据老人回忆，高志航牺牲后第
二天，周口机场再次受到日机的偷
袭，“不过，这一次，日机就没有那
么侥幸了，1架日机被我们击落在
商水县老城附近的王沟桥村南，也
算是为英雄报了仇！”

弹指沧桑，浩气长存。周口人
没有忘记英雄。据周口市博物馆
馆长周建山介绍，这些年，周口市
有关方面一直与高志航的子女保
持着密切联系，与英雄的家乡吉林
通化开展了多种形式合作，纪念这
位“空中战神”。“高志航将军的精
神没有埋没，他被周口人民永远铭
记！”周建山说。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
员 张庆伟）“王培同志，伤情恢复
得怎么样了?”10月 30日上午，漯
河市委领导来到漯河市第三人民
医院，看望慰问勇擒嫌犯而负伤
住院的漯河市公安民警王培，并
代表市委、市政府送上慰问金。

10 月 28 日下午 4 时许，漯河
市区一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
当接到 110指令紧急赶到现场时，
民警们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左手持
一把约 20 厘米长的尖头剪刀，右
手勒着银行女保安的脖子，正不
断叫嚷，并时不时将剪刀挥向女
保安，现场情势极为紧张。王培
和战友们苦口婆心劝犯罪嫌疑人
放下剪刀，但犯罪嫌疑人的回应
很强硬，说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希
望以暴力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时间过去了近一个小时，犯
罪嫌疑人的情绪逐渐开始失控。
眼见劝解无效，王培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建议，由他去替换人质。

“你的命也是命，她的命也是命，
都 很 珍 贵 ，我 过 去 换 她 。”王 培

说。听到王培的话，犯罪嫌疑人
犹豫了一下。看到王培个头不算
太高，确认王培身上并无武器后，
犯罪嫌疑人点了点头，但随即提
出了附加条件，要求王培背过去
绑住双手，并捆住双脚。在确认
王培绑住了双手双脚后，犯罪嫌
疑人点了点头，王培随即蹦了过
去。随后，趁犯罪嫌疑人分神之
际，王培迅速扑向对方，用身体将
对方死死压住，同时伸出之前未
被绑死的双手，死死扣住了犯罪
嫌疑人的左手。现场其他民警飞
奔过来一起将犯罪嫌疑人制服，
并成功解救出人质。而为了避免
误伤人质和这名年轻的犯罪嫌疑
人，夺刀时，王培刻意将对方手中
的剪刀用力外拨，自己的左眉骨
则被剪刀划伤，脸上流满了鲜血。

经初步讯问，犯罪嫌疑人林
某多年前已辍学打工，目前无固
定职业，因心情不好，企图通过危
害社会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
命。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今年 36 岁的王培，是漯河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
队大队长。“人民警察为人民！”“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好样的！”“向英
雄致敬！”……获悉王培的英勇事
迹后，网上网下点赞无数。③6

亚欧非拉嘉宾赴兰考考察

高志航：空军抗日英雄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牺牲时，他双手仍紧紧握着操纵杆

漯河民警王培

“自缚手脚”换人质 机智勇敢擒嫌犯

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出彩力量凝聚出彩力量

脱贫攻坚路上的“桐柏英雄”
——记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

汇聚英才共谋高校高质量发展

濮阳：“外挂内引”发动“智慧引擎”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李振中 摄影报道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相伴，中原大地上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而此时正值
候鸟中的猛禽从黄河滩、淮河流域过境，时而盘旋在湿地上空，时而栖息在茂
密树林，它们在享受中原大地馈赠的丰美食物后，要么愉快留下，要么兴奋南
飞。鹰击长空，水映成趣，候鸟们陶醉在秀美的中原风景里。⑨3

上图 中牟黄河湿地，迁徙越冬的大鸨。 右图 捕食瞬间。

10 月 27 日，
在河南省高等院
校引进高层次人
才专场活动上，嘉
宾拿出手机拍照
留念。⑨6本报记
者 聂冬晗 摄

猛禽过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