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岗和家人坚守在农村偏
远小学，守住了农村教育
的希望，守护着当地村民
的希望，是继张伟之后郸
城又一位有大德大爱大情
怀的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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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世时总是拿出桦树
皮给我们讲爷爷当年的故
事，她是为了让我们记住爷
爷吃过的苦，记住‘严要求、
重责任、懂知足’的家风。

5 年前，为了让孩子们

在家门口上好学，郸城县农

村好校长张伟因劳累过度而

离世，让很多人流下了热泪。

5 年后，在这方尊崇教

育的热土上，又一位农村好

校长的离去，再度让人们潸

然泪下。

3月 21日晚，郸城县东

风乡郑庄小学校长王岗，因

积劳成疾突发心梗猝然离

世，年仅37岁。

上千名群众自发前往吊

唁，表达哀思。一家两代三

口人坚守乡村教育战线的故

事被传扬开来。

□本报记者 石可欣

“这两天我把手里的工作完成后，
下周就要去吉林省靖宇县为爷爷扫
墓。”3月 25日，在郑州铁路物资有限
公司，杨靖宇将军的孙子马继民告诉
记者。

言传身教立家风

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故事妇孺皆
知，他率领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
与敌人血战，屡立战功。冰天雪地中，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后，他孤身一
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
牲。杨靖宇原名叫马尚德，是河南省

确山县人。他的后人现在居住在郑
州，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过着平凡的
生活。

说起马家的家风，马继民从自己
的母亲方秀云说起。马继民的父亲叫
马从云，是杨靖宇将军唯一的儿子。
1964年，马从云因公牺牲，年仅37岁，
拉扯 5个孩子的重担全部落到了方秀
云身上。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兄妹 5
个挤在只有 3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日
子非常艰难。”马继民回忆道。

邻居多次对方秀云说：“就凭你这身
份，这么困难，找政府解决呗。”方秀云总
是笑笑回答，“就因为我这样的身份，更
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比起我公公、婆婆
当年的困难，眼下这点困难算什么。”

“母亲识字不多，但她却通过一言
一行，将‘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

‘九字家风’传给我们。”马继民说。

一块桦树皮成了传家宝

“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
庭”……马家的荣誉很多。说起他们家
的“传家宝”，马继民拿出了一块桦树皮。

1958年，方秀云和丈夫去东北，从
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地方带回来一块桦树
皮。杨靖宇将军的一位老战友告诉他

们：“你们的父亲当年就是吃这个和敌人
打仗的。”从此，这块桦树皮成了马家的
传家宝，也是方秀云教育孩子的“宝物”。

每次家庭聚会上，她总要拿出那块
珍藏的桦树皮，告诫孩子们：“不管社会
怎么变，咱们要守住自己，管好自己的
嘴和手，因为我们是英雄的后代。”

为帮助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发
展红色旅游，马继民接受吉林省靖宇县
的邀请，义务担任顾问。临行之前，方
秀云专门召开家庭会议，教育马继民要
像爷爷那样，为当地多做实事。为节省
费用，马继民拒绝住宾馆，而是住在靖
宇县委为他设的临时办公室里。

“母亲在世时总是拿出桦树皮给我
们讲爷爷当年的故事，她是为了让我们
记住爷爷吃过的苦，记住‘严要求、重责
任、懂知足’的家风。”马继民说，“如今母
亲已经不在了，但是这块‘传家宝’和‘九
字家风’我们将会一代代地传下去。”③5

为了学校，父亲把他“拴”
在家门口

知识带给家庭希望，学校寄托乡
村未来。但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郑庄
小学，走到 2000 年时已是破烂不堪，
只有20多个学生。

“眼瞅着学生们转学的转学，辍学的
辍学，当时我心急啊！”该校教师王国学
做了“这辈子最艰难也最正确的决定”，
他要把学校办起来，把学生留下来！

没有教室，就租用无人居住的民
房；没有办公室，就动员老师回家备
课、批改作业；缺少老师，王国学就打
起了儿子的主意。

“我说岗啊，咱学校都是‘老’老师，
很多活干不了啊！你还是回咱村教书

吧，还能照顾我和你妈。”1999年，王岗
师范一毕业，就被王国学“商量着”叫回
村里，成为郑庄小学的一名老师。

学校渐渐有了起色，2006年郑庄
小学建起了 5 间教室，但条件依然简
陋。没有厕所、围墙，王国学带着王岗
和几名教师捡来碎砖头，自己建；没有
大门，王国学拿出家里卖玉米的 1800
元钱买来大门装上。

相比校舍的改变，教育质量的提高
更难。由于科班出身，年轻的王岗做起
了“学科带头人”，向全校教师传授新课
程教法、多媒体设备使用方法，让老师
们眼界大开。他也先后被评为周口市
骨干教师、周口市优质课教师。

“郑庄小学教师身上有一种精神，
那就是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以校为
家的奉献精神，团结一心的合作精神，
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2012年，时任
东风乡中心校校长的孟杰在全乡教师
节大会上，号召向郑庄小学学习。

殚精竭虑，濒临关门的
学校成了标杆

“当时也有私心，感到校长不好
当，王岗又要强，真担心累着他。”2013
年，王国学面临退休，在公开竞聘下任
校长时，虽然缺了父亲和妻子于金梅
的两票，王岗仍高票当选。

此时的郑庄小学抵挡不住时世的
变迁：生源逐年减少，校舍愈显寒碜。
附近群众不是把孩子送到城里，就是
送到民办学校，或者让孩子跟随父母
到外地求学，学校里只有 50个孩子、3
排平房，“校长”好听不好当。

“一定要把学校办好，让孩子们在
家门口就能上好学。”面对濒临关门的
学校，和父亲当年一样，王岗暗暗发誓。

校舍简陋破旧，他向上级争取建设
项目；操场坑洼不平，他带领老师除草、

清理垃圾、平整场地；为了节省经费，他
把家里的东西拉来，无偿给学校使用。

“王校长什么活都带头抢着干。
去年，学校厕所旁的下水道因为施工
被压塌，王校长就自己开着大篷车拉
来楼板，挖水道，但他却照顾我这个老
教师的身体，不让我干。”老教师周思
全对此记忆犹新。

教育兴，乡村兴。2018年，郸城县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学
校振兴、城区学校提质”工程，郑庄小学
的办学设施越来越完善，餐厅、淋浴房、
宿舍楼一应俱全，返乡就读的学生越来
越多，学生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200
多人，学校由最初的3排平房变成4座
楼，正在建设的近千平方米的现代化综
合教学楼，今年秋季也将投入使用。

“校长每天起早陪我们跑操，遇到
小石头会把石头踢到一边，唯恐绊倒
我们；晚上谁生病了，他就赶快带着去
诊所看病……”三年级学生侯越越抽
泣着说，“他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样，可是再也听不到校长对着我
们说‘开饭了’……”

现在的郑庄小学，已是一所标准
化的寄宿制学校，不但成了“村小”名
校，还常为其他薄弱学校送设备、送资

源，各地校长慕名而来参观学习。

传承遗志，一定把学校办好

“我们连谈恋爱都没有出过郑庄
小学的校门。”王岗的妻子于金梅也
是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庄小学任教
的。看到王岗人老实、能吃苦，教学能
力又强，于金梅的心动了。恋爱一段
时间后，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随着学校寄宿生的增多，学生住
校安全成为王岗的“心头病”。他干脆
直接搬到了学校里住，既可以照看孩
子们，又可节省请人看校的费用。于
金梅不仅支持，而且和王岗一样搬进
了学校，王岗是男生寝室陪宿员，于金
梅是女生寝室陪宿员。夫妻俩把家安
在了学校，过着“异床同梦”的生活。

“那天下午，他往返于郸城和周口
采购被褥，又给教师开会分配任务；晚
上，他在几个兄弟学校间奔波取经，拿
之前订过的热水器、宿舍标牌；22时返
校后再次去县城，想为学生宿舍添点
东西。22时 58分，王岗给我打了一个
电话我没有接到，我给他拨回去他没
有接。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
电话联系，之后就阴阳两隔了。”提起
王岗离世当晚，自己没有接到王岗的
电话，于金梅心痛难忍。

“王岗走了，这个学校我先代管
着。王岗生前就说‘把学校办好’。现
在学校不能没有人领，等中心校选好
校长后，我再把学校交出去。”于金梅
一字一句地说。

“王岗和家人坚守在农村偏远小
学，守住了农村教育的希望，守护着当
地村民的希望，是继张伟之后郸城又
一位有大德大爱大情怀的好校长。”3
月 25日，在号召全县教育系统向王岗
学习的动员会上，郸城县教体局局长
刘现营动情地说。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这
是张伟、王岗的心愿，也是无数乡村教
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共同梦想。梦想
仍在延续。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3月 30日上午，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河
南省创业服务“走基层”活动启动仪式
在博爱县举行。河南省大众创业导师
团全体导师、焦作市各县区创业企业
代表4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为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进一步提升河南省创业服务工作水
平，省人社厅组建了河南省大众创业
导师团，为全省创业者提供优质专业

服务。2018 年，该导师团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大赛 176场次、项目评审活
动232场次、咨询辅导369场次，累计
有超过14万人次从中受益。

活动当日，创业导师代表与部分
企业签订了服务协议，将为博爱县各
类创业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知识培训、
疑难问题解答等多方面的服务。随
后，创业导师们兵分三路，分别开展了
项目对接、创业知识讲座、项目路演等
活动，吸引了近千名创业者参加。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在超市里还能
买“科技创新服务”吗？3月 28日，洛
阳科技中介超市正式开业运营，该超
市“线上店铺”也同步推出，今后有意
向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的企业和个人，
可选择面对面“交易”或在线“科技淘
宝”。

据了解，科技中介超市由洛阳市
科技局、洛阳市高新区共同打造，该
平台依托洛阳科技金融大市场，通过
建设线上平台和线下服务大厅，构建
形成一体化的信息渠道和服务载体，
集中面向社会提供精准政策、科技中
介、高端智库和优质孵化等专业化科
技创新服务。

其中，线上平台通过Web网站、
手机 APP，实现指尖上的科技服务；
线下服务大厅设有功能展示区、自助
服务区、问询服务区、中介服务区、洽
谈交流区、推介展示区等功能分区，
结合线上业务功能设置，对应投放线

下服务，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打造科技服务的“淘宝商城”和线下
旗舰店。

“创新资源‘一网聚合’、科技业
务‘一站通办’、服务网点‘一域覆
盖’。”科技中介超市线上平台开发负
责人朱涛告诉记者，为了实现精准服
务，真正让企业和个人“少跑腿”，“足
不出户”享受科技创新服务，该“线上
超市”设置了政策服务、中介服务、创
新资源等板块，智能识别用户需求，
实现政策匹配、服务供需匹配。同
时，与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平台无缝链
接，实现科技服务“零门槛”“零跑
动”。

目前，洛阳科技中介超市已入驻
科技中介机构 70 家，认证企业 282
家、创业个人和专家 264名，可以提
供包括创新政策、知识产权、创业孵
化、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科技咨询、
检测认证等在内的服务项目 80 余
项。③9

一家两代三口人的坚守——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

一块桦树皮是咱的“传家宝”

面对面现场“成交”在线“科技淘宝”

洛阳科技中介超市开业运营

河南省创业服务“走基层”活动启动

争做 河南人

出彩中原在行动
文明的力量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赵立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 11月 16日在郑州逝世，享
年100岁。

赵立达，1919 年 1 月出生于
山东省历城县，1940年 10月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同 时 参 加 革 命 工
作。历任中共历城县东梧区区

长、山东济南工委武工队指导员、
江西省玉山县县长、重工业部江
西上坪钨矿矿长兼书记、洛阳耐
火材料厂党委书记、中国铝业公
司政治部主任、郑州市委常委兼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4
年 12月离职休养。

赵立达同志逝世

河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颖俊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2月 13
日在郑州逝世，享年89岁。

王颖俊，1932年 11月出生，叶
县人。1948 年 10 月参加革命工
作，1953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秘书，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秘书，河南
省委办公室副处长，河北省委政研
室副主任，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第六届河南省政协常委、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省物价局局长、
党组书记。1998年3月离休。

王颖俊同志逝世

3月 30日，卢氏县范里镇新庄村贫困户在村里建起的标准化香菇大棚中采收鲜菇。在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
该村建起了拥有68个标准化香菇大棚和一个冷库的香菇生产基地，安排村里的贫困户承包大棚或者务工，将稳定
脱贫的基础越夯越实。⑨6 程专艺 摄

特色产业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 杨凌）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引进大院大所再结丰
硕成果。3月 30日上午，河南数字赋
能创新发展大会暨中科空港成果转化
平台启动仪式在该区举行，标志着中
科软（河南）智能科技创新中心落地运
行。该中心将依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强大的研发能力、众多科研成果
和大批人才队伍，与河南制造业、服务
业、电子信息业等深度融合，推动河南
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据悉，根据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签订
的协议，双方共同成立中科软（河南）
智能科技创新中心，聚焦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4.0、5G等
技术和产业领域，开展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人才培养、企业孵化，推动相关
产业快速发展，打造郑州市与国家级
科研院所合作示范的新模式。

中科软（河南）智能科技创新中
心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

助力河南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
线图，主要包括：

实施数字经济生态建设百千万
工程，计划 3年内培养 100名数字领
袖、1000 名数字创业先锋和 10000
名人工智能（AI）开发人才，孵化服务
企业总产值累计达到30亿元。

建设一体化企业成长加速服务
平台，从创新、资本、管理等方面助力
科技创新创业。

实施智慧城市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工程，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党建、
智慧政务等领域遴选先进技术成果和
产品在河南进行规模化推广和应用。

启动仪式上，该中心分别与郑州
轻工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签
订协同创新与人工智能（AI）开发人
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与智游臻龙、力
通水务、新图科技等企业签订智慧城
市成果转化合作协议；与中科诺维、锅
圈食汇等企业签订入孵协议。③8

中科软（河南）智能科技创新中心运行
计划3年内孵化服务企业总产值达到30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苏
桂显）记者 3 月 29 日从省卫健委获
悉，“2018年度赞比亚中国商会表彰
大会”于当地时间3月 26日晚在赞比
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由我省医疗队
员组建的中国第 20批援赞比亚医疗
队被授予“中赞友谊奖”。

中国第 20 批援赞比亚医疗队
由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
组建。28 名医疗队员来自郑州、洛
阳、济源等地，专业涉及麻醉、影
像、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
科、骨科、介入科、妇产科、儿科、中

医针灸科等 15 个专业。自去年 6
月份抵达当地后，队员们克服气候
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传染病威胁等
困难，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高度的
责任心扎扎实实投入到援外医疗工
作中去。

在此期间，医疗队员先后成功举
办中国援赞比亚医疗队 40周年纪念
活动；组织成立急救创伤专业团队；
带领受援医院医生成功开展了赞比
亚第一例冠脉造影手术；成立微创团
队、引入腔镜技术，引领带动了当地
外科医学技术水平的发展。③9

中国第20批援赞比亚医疗队
获“中赞友谊奖”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胡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