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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领域
取得突破性研究进展

近期，河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进行实验与
理论合作，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QLED）领域取得突破性
研究进展，相关成果以“兼具高亮度高效率的可见光区量
子点发光二极管”为题，于2019年 2月 21日以长文形式在
《自然·光子学》上在线发表。该工作突破了以往QLED在
高亮度下低效率、高效率下低亮度的关键难题，首次实现
了兼具高亮度高效率的红绿蓝QLED器件。在器件稳定
性方面，红色和绿色 QLED 器件的寿命达 160 万小时以
上，蓝色的寿命达7000小时以上，其中绿色和蓝色器件的
寿命也是目前的世界最长纪录。研究结果原理上展示了
QLED在显示与照明两大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王宏宇 刘旭阳）

□本报记者 张建华
本报通讯员 支慧 李军

近日，省科协、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共
同发布“2018年度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影
响力排行榜”，郑州科技学院榜上有名。近
年来，该校充分发挥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
持续加大科普基地建设力度，创新科普活动
形式，丰富内容，巧借资源优势东风，不断打
造科普新亮点，真正让科普工作做到既面向
青年学生，又面向社会，切实履行高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
能。

建设特色科普载体。跳舞机器人随着
音乐翩翩起舞，寻迹机器人根据指令按轨迹
迅速移动，而灭火机器人则自动寻找和灭掉
火源……这些新的科普项目，让师生和社会
群众耳目一新。传统的科普教育，由于内容
过于陈旧，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郑州

科技学院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高校，每年
在实验、实训、实习等场地和设备投入方面
均加大比重，搭建了“实验中心、工程训练中
心、众创中心、产学研基地”四大实践平台。
学校投资建设了数控技术、机器人与微系
统、3D打印、太阳能发电等 10余个大学生
创新实验室。学校依托现有实训实践场地、
实验室等平台，新科技不断涌现，如通过智
能检测机器人、仿人形机器人、灭火机器人
等机器人的导航、定位与跟踪，展示其高精
密运动机械设计及其控制、目标自动搜寻等
功能与技术知识；而虚拟试衣间、VR游戏、
3D影视等技术，则能让体验者感受虚拟现
实技术的高度仿真环境和全方位沉浸感与
交互性。

“在科普工作中，我们利用全校的实践
平台，整合优质科研资源，形成最新科研成
果并展示出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普
载体。”该校副校长李利民介绍。

深化科普基地建设。学校充分整合校
内资源，加大实验室、实训室的开放力度，引
进行业、企业参与基地建设，不断深化科普
基地建设。目前，科普基地以机械智能传动
知识科普为支撑，3D智能打印为核心，建成
了“机械原理动态展示区”“3D智能打印展
示区”“VR技术体验馆”“机器人功能展示
区”等，承担着学校的实验教学与机械传动
知识的科普工作。学校科普基地现有展馆
面积 2000m2，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 23人，
志愿者 30人,每年用于科普知识推广的专
项经费达100万元。

近年来，该校科普基地先后获批“郑州
市二七区科普示范基地”“河南省青少年科
普教育基地”“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河南
省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等。

发挥科普辐射作用。该校在科普工
作中，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
邀请专家进校园，以“科技讲坛”为科普宣

传平台，汇聚省内外专家教授，传递行业
前沿动态和科技最新成果，广受师生好
评，“科技讲坛”作为科普平台项目被省科
协评为“全省科普成果一等奖”。学校定
期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让广大市民走进
大学校园，感受前沿科技魅力。科普基地
展馆年开放天数达 150 天以上，年接待量
达 7000余人。

该校科普基地定期开展“科普知识下
乡”“科普开放日”等活动，积极参加市区组
织的科普活动、全国科普日活动等，经常性
开展科普惠民、科普推广、科普知识竞赛等
科普工作。同时，学校与郑州市二七区科
协、科技局、教体局联合开展“全国科普日”
活动，展示师生自主研发科技成果；结合食
品、信息技术、车辆等专业特色，组织师生开
展“送科普进社区”活动，推介宣传贴近大众
生活实际的科普知识，加大了科普宣传力
度，发挥了高校服务社会能力。

2月 23日，中国台湾中原大学代表团到访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工业大学共同开
启了“两岸青年共话新春”联谊周活动。活动行程涵盖了师生交流、学术研讨及大陆中
原行等多项内容。24日上午，欢迎仪式在河南工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
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朱文学代表河南工业大学致欢迎辞。他介绍了河南工业大学的
整体情况及两校合作办学的基本进展，并真诚希望台湾朋友能够切身感受河南，感受
中原文化，加深了解，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中国台湾中原大学两岸合作办学总监蔡
育秀教授希望与河南工业大学展开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会后，两校的学生就学习成果
作了精彩的交流发言。 (郭红彦)

南阳师范学院
强力推进“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应用工作

2月 23日，南阳师院召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应用工
作推进暨培训会，就做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相关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并对学习管理员进行培训。该校党委要求，
各二级党组织要把组织动员广大党员使用“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实现全覆盖。要
结合工作实际，积极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大力开展
学习活动，确保学习实效。要定期通报全校学习情况，并
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建设应用情况纳入意识形态工作、
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考核。目前，南阳师范学
院师生党员全面覆盖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平台已成
为师生思想政治学习的重要载体。 （贾钰森 付中欣）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王利方

2 月 24 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一大
早，兰考县的赵伟先生便匆匆忙忙地赶到
澍青医专办公室，急着要找到他的恩人。
学校工作人员了解具体情况后，安排在学
校图书馆会议室，赵先生将一面写有“拾
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了郑州澍
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系刘刚老
师的手中，感谢刘刚老师将其遗失的钱包
拾获后千辛万苦找到他归还。

据赵先生叙述，2月 6日，农历正月初
二，本是一个阖家团圆、欢声笑语的日子，
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正月
初一赵先生一家从外地到开封市走亲
戚，回到家中后才发现钱包丢失了，更为
不幸的是身份证、银行卡、驾驶证等重要
证件均在钱包内。在他愁容满面之时，一
个陌生的电话消除了他的郁闷。他骑上
车子飞快地赶到兰考县人民医院，见到了
刘刚老师。

刘老师将证件核对无误后，把遗失的
钱包交到了他的手中。证件一个不少，钱
数分文不差，看着失而复得的钱包，他已
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当时的心情。茫茫

人海，陌路殊途。开封市距离兰考县几十
公里，刘刚老师是如何找到他的呢？

据刘老师介绍，正月初一上午，他到
开封市劳动路办事，在一辆白色轿车旁边
捡到了这个钱包，由于在附近没有看到警
察，加之当时又着急办事，因此也没能在
原地等待失主。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刘老
师看到钱包里的各种证件后，心里非常着
急，第二天一大早便急忙驱车来到了兰考
县，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开始寻找失主，
到了以后才发现那里已经拆迁一空，他灵
机一动便去附近的居委会查询失主。走
访了几家赵姓家庭，结果一无所获。正当
毫无头绪之时，刘老师突然想起了钱包内
的两张就诊卡。他作为医学院校员工，非
常熟悉医院的就诊流程，他知道就诊卡里
肯定有失主的联系电话。联系两家医院
后，在电话打通的那一瞬间，刘刚老师也
是欣喜若狂。

刘刚老师的举动，在寒冷的冬季温暖
了知晓此事的每个人。拾金不昧的行为，
充分体现了澍青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
神风貌，他用自己拾金不昧的实际行动展
现了澍青人的优秀品质，为郑州澍青医专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郑州澍青医专老师
在寒冬中传递正能量

2月 24日，乌干达共和国驻华大使克里斯普斯·基永嘉偕夫人阿里斯·基永嘉、乌
干达青年企业家等一行10人在中非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吴勇和省市外办负责同志的陪
同下来到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考察交流，该院领导袁海涛、谭水木及行政办公室、科研外
事处负责同志对来宾进行了接待。双方在该院会议室就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事宜进
行了座谈。会后，基永嘉一行在袁海涛、谭水木及省市外办负责同志的陪同下考察了
该院医疗卫生学院、航空工程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实训基地。 （汪浩）

省实验中学足球队再获殊荣

2月 22日，备受关注的 2019年“协会杯冬训营”比赛
迎来了决赛。省实验中学初中足球队以 1∶0的比分力克
石家庄石门实验学校足球队，夺得冬训营比赛项目冠军。
这是该校初中足球队继 2017年“协会杯”夺冠之后，再次
品尝到冠军的滋味。据了解，凭借比赛中的优异表现，初
中足球队毛啸轩、窦玉博、孙彬凯、关启越、韩晨笑 5位队
员入选中国中学生足球联队初中组大名单，同时，初、高中
足球队分别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教师苏鑫被评为最佳
教练员，韩晨笑被评为最佳守门员，关启越被评为最佳运
动员，崔豪入选高中组最佳阵容。 （张建华 宋文峰）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当选
河南省社科联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2月 21日—23日，河南省社科联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郑
州召开。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省社科联第八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修改了《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选举
产生了省社科联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及顾
问。河南师范大学赵国祥高票当选省社科联第九届委员
会副主席。这体现了省社科联对该校过去五年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的充分肯定，凸显了河南师范大学对河南省哲学
社会科学的突出贡献。 （张占杰）

教育动态本期关注

图片新闻

河南城建学院
获批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

近日，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下发《关于认定 2019—
2023年度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河南城建学院申
报的“河南城建学院建筑科普基地”成功获批。建筑科普
基地是在中国建筑学会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土木建筑科
普教育基地基础上建立的，此次“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的
获批，是河南省科协对该校科普教育工作的肯定。近年
来，该校高度重视科普教育工作，将其作为实现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有效载体。学校通过丰富的教学、实
验资源，面向社会开展较为系统规范的科普教育服务，有力
推动了科学技术尤其是建筑科技、建筑知识的普及推广。

（荣树坤）

家有儿女

郑州科技学院

以资源优势打造科普新亮点

感动校园人物

儿子中考完毕，开学后就要过住校的

生活了。别的家长都在担心孩子的生活

自理能力问题，我却一点不用担心，因为

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已经早早就打好了

自理的基础。

从幼儿园开始，我接他的时候，他就

要自己背书包，整理文具、作业本之类的

事情，我更是当“甩手掌柜”。每天早晚洗

漱和饭前便后洗手时，尽管弄得满地水，

但我仍然坚持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慢慢地，他又学着把自己的手绢、袜子也

洗了，还能顺便把洒满地的水收拾干净。

上学后，书包加重了分量，很多家长

就替孩子背包，我还是不管，书包才多重

一点，将来的重担不知比现在要重多少

倍。这时候他已经能在早晨起床后叠被

子整理床铺，洗过的衣服只要扔给他，就

能叠好后平整地放到自己的衣柜中。自

己的小书架井井有条，写字台桌面上的台

灯、杯子、面巾纸等物，各有各位。

他放学我下班，接上他后一起回家，顺

便去菜场、超市购物。不管买多少东西，他

必须帮我拿一部分。看着他拎着大袋子走

在我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我就偷着笑，

当然不忘给他买些爱吃的小食品作为奖

励。那天在超市看见儿子同班一个同学，

妈妈背着大书包，手里推着购物车，他在面

前撒欢儿地跑来跑去拿东西。儿子“非常

不满”地问道：“同样是儿子，待遇咋差别这

么大呢？”我嘿嘿一笑：“我是女生，你是男

子汉，理应照顾我啊。”此话一出，儿子仿佛

有了无穷的力量，购物车推得轻悠悠！

我这也是在姐姐身上得到的启发，当

年姐姐那个刚上大学的儿子，每星期回

家，提包里装的除了脏衣服、脏床单被罩，

就没有看着可心儿的东西。说实话，我比

大部分妈妈幸福、轻松多了，自从儿子自

理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我也越来越懒了。

懒吧懒吧不是错，家有懒妈才有自强

自立的好孩子！ （夏学军）

做个“懒妈”又何妨

“今年于伯伯又来俺家了！”日前，河
南省教育厅招生办党员于贵军在舞钢市
武功乡李鑫琪、陈磊的陪同下，来到武功
乡小柴庄村贫困学生陶金媛家里，送上
5000 元的学习资助金和学习用品，并带
去新年祝福。

“上次见于伯伯是 2017年底，我记得
也是春节前，今年于伯伯又来了，我很开
心，很感激。于伯伯对我的帮助，我一直
都记在心里。”媛媛双手接过于贵军送来
的学习用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据悉，早在 2017 年 12 月份，于贵军
同志与武功乡原党委副书记陈磊同志在
省委党校学习期间，了解到小柴庄村贫困
学生陶金媛一家的情况后，当即驱车前往
媛媛家中，为媛媛送去 5000元的学习资
助金，并承诺媛媛以后要一直资助她，帮

她完成学业。今年，于贵军如约而至。“小
的时候，家里很穷，吃了很多苦，以前没有
能力，现在条件好一点了，能帮一个算一
个。”于贵军饱含深情地说道。

于贵军经常在基层调研，深知贫困生
上学的艰辛，常年致力于资助贫困生完成学
业，截至目前，他已在舞钢市、济源市、江苏
响水县等地默默无闻地资助多名贫困学生。

近年来，省招办在省教育厅党组的统
一部署和领导下，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充
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实施一系列政
策措施不断加大扶贫力度和精度，在教育
扶贫工作上下足了功夫。

“坚决响应党的精准扶贫号召，为需要
帮助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能做多少做多
少，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于贵军说。

(立封 程伟)

教育扶贫一直在路上

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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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万元！
寻找商丘双色球大奖得主

2月 2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9020期开奖。
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2、12、13、
23、27、28，蓝球号码为12。当期开
出头奖 11 注，单注奖金为 627 万
元。这 11注一等奖花落 9地，我省
商丘彩民有幸擒获其中一注。这注
出自商丘市梁园区胜利路与中州路
口西50米第41140222号投注站的
大奖，投注方式为复式6+5，票面金
额10元，中得奖金共计657万元。

2月 25日上午，大奖得主一行
四人出现在了河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兑奖大厅。当工作人员问
及哪位是中奖者的时候，其中一个
年轻人小李笑道：“我们都是大奖
得主，这张票是我们几个一起合买
的！”小李说，他们几个平时都挺爱

玩彩票，又都喜欢双色球，所以经
常一起凑在投注站里研究购彩，尤
其近两年，几乎是期期不漏。通常
大家都会一起探讨决定每期要买
的几组号码，这次的大奖就是这期
选得几注里的其中一注。谁知小
兵立大功，正是这张票面金额仅
10元的复式 6+5让他们收获到了
657万元大奖。几人纷纷表示，大
家平日里买彩票就是图个消闲，不
中也是奉献一点爱心，今后也会继
续支持双色球，支持社会福利事
业。

在说到中得大奖后对于奖金
有什么个人规划的时候，小李腼腆
地笑了笑：“我还没有自己的家呐，
有了这笔奖金，房屋款项就不用发
愁啦！” （魏明）

急寻大奖得主！2019 年 1 月 20 日晚，双色球第
2019009 期开奖，河南商丘一投注站中出 6 注双色球
二等奖，总奖金 161万余元，目前仍未兑奖，河南省福
彩中心寻找大奖得主。

数据显示，该双色球大奖出自商丘睢阳区归德路
与工贸路交叉口的41140207福彩投注站，出票时间为：
2019年1月20日14时55分。该大奖中出后，河南省福
彩中心按照惯例等待大奖得主前来领奖。目前，当期
开奖后至今已过一个多月，该彩民仍未前来兑奖。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章第四十三
条规定：彩票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兑奖。经河南省福彩中心确认，该注彩票的兑奖有效
期截止 2019年 3月 21日 23时 59分 59秒。

如果逾期，该大奖得主仍未领奖，根据《彩票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五十九条规定：“逾期未
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
归集后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使用。”

对此，河南省福彩中心再次提醒广大彩民朋友，
请购彩后保管好彩票，并及时、认真核对开奖信息，
避免错过兑奖时间。 （张琛星）

复式6+5！
商丘彩民擒获双色球657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