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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尹彬

发展智慧农业气象，推动乡村振兴，
是“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也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必然要求。

眼下，许昌小麦生长进入关键时期。
记者在长葛市石象镇刘沙沃村看到，村里
的农业气象信息站一派繁忙。站内配备
了农业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还与农业、
水利等部门共建农业气象服务平台，对农
田环境温度、湿度、雨量、风向、风速等气
象要素进行实时自动监测，对小麦生长期
进行实景观测。再根据采集的气象、土壤
墒情等参数变化情况，提出生产建议，让
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小麦生长情况，科
学管理麦田。

“我们都尝到了智慧农业气象信息
带来的甜头。”5月 4日，该村种粮大户张
秋红说，在家里看大屏，出门看手机，智

慧气象让手机成为现代农业的“新农
具”。

“在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手
机上的‘气象博士’APP可真帮了大忙，通
过它可以实时查看病虫害等级预报及防
治建议，哪天该防治哪种病虫害，该咋防
治，一清二楚，就像专家在身边手把手教，
心里别提有多踏实。”长葛鼎研泽田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双保说，“根
据‘气象博士’提供的灌溉和施肥指数预
报，我们实施精准灌溉、精准施肥，达到节
水、增效、增产的目的。”

许昌市气象部门不断完善气象为农

服务APP功能，逐步推出了格点化农用天
气预报、灌溉量预报和“机收指数”等农业
气象服务产品，为智慧农业气象服务提供
产品支撑，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方面发
挥“助推器”的作用。

智慧农业气象服务信息是否精准，气
象观测是基础，也是保障。许昌在全省率
先完成乡镇多要素站点全覆盖，建立起立
体化、精细化、智能化、全天候的综合农业
气象监测网，建成自动气象观测站 125
个，农业气象观测站 33个，在全市 100个
移动铁塔建设十要素自动气象观测站及
高清网络摄像头，实时监控农田病虫害发

展情况、苗情及墒情。
许昌市气象局局长刘勇军介绍，下

一步气象部门将依托现代化农业气象监
测网，将现代气象观测、互联网技术和物
联网服务融为一体，建立可视化的农业
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进行作物发育期、
覆盖度、植株密度等生长参数监测自动
识别，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深度学习
模型，开展气象资料分析，进一步优化节
水灌溉气象因子，发展小麦高产气象条
件研究，让智慧气象助力现代农业生
产。③9

田野里的 黑科技

“藏粮于技”的气象密码

扫一扫
看“黑科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祝传鹏

“西峡是一块洒满革命先烈鲜血、遍布共产党人足迹的革命
土地。著名烈士白涛就安葬于此。”5月 15日，西峡县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翟建华对记者说。

白涛，原名袁怀义，字炯涛，又名袁仪，西峡县丹水镇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22岁的白涛毅然离开家乡，到开封
高中复学，寻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年 11月 2日，他去抗日
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为防止沿途军警盘查，便化名白涛。1937
年 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由
于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1939年即担任北
方局交通科科长。

“1941年，白涛奉命到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日军‘蚕食’严
重的辽西地区担任中共特委书记。在反‘蚕食’斗争中，他发动
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武装工作队惩治汉奸、打击日军，使敌人无
法立足。”翟建华说，由于白涛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辽西抗日
根据地得以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北方局的模范区。

1947年 7月，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白涛任
随军干部队队长。当年8月底9月初，白涛参加了解放安徽省立
煌县的战斗，1947年9月2日，立煌县（后改名金寨县）解放，白涛
任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县长。

金寨县解放后，为便于开展工作，当地地委决定将金寨县分
为金东、金西两县。白涛主动要求到山大谷深、情况复杂的金东
县工作，并被任命为金东县委书记兼县长。在那里，他带领干部
战士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健全区、乡政权，组建农民协会，充实县
大队和各区武装，开展剿匪和土地改革，很快便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8年春，我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金东一带仅留下县、区武
装坚持斗争，国民党军队乘虚侵入。同年5月19日，白涛不幸被
俘，被押解到金寨县城金家寨，7月7日，惨遭杀害，年仅33岁。

白涛就义后，群众偷偷地把他的遗体掩埋起来。后来，军民
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沉痛哀悼白涛烈士，作诗赞道：“宁愿断头
死，绝不屈膝降。法庭与敌辩，临刑骂贼党。心坚如金刚，气节
松柏长。血染金家寨，浩气贯长江。烈士为民死，父老皆敬仰。
金寨白县长，名垂青史扬。”

翟建华说，如今每逢清明和革命纪念日，西峡县的干部群众
都会到烈士陵墓祭扫，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白涛同
志对党忠诚、宁死不屈的精神，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为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贡献力量。③9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5月15日是第
26个国际家庭日。记者从省妇联获悉，当
天上午，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启动部署暨2019年度全国“最
美家庭”揭晓会。全国共有999户家庭荣
获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称号，其中，
我省梅竹家庭等40户家庭入选。

据了解，此次我省获选的全国“最美
家庭”中，有被辖区居民誉为“小巷总理”
的梅竹家庭；有把双耳失聪的女儿培养
为特奥会游泳健将、代表国家参赛获得
荣誉的吴福华家庭；有照顾患病母亲和
智障弟弟 25年的徐秀梅家庭……40户
受表彰家庭从家国情怀、家庭和睦、教子
有方、孝老爱亲等多个角度，集中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要义。这些家庭以良
好的家风家教影响周围邻里，带动周边
家庭，让家庭更温暖、社区更文明、社会
更和谐。

近年来，全省各级妇联从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入手，开展一系列活动，引导
群众展示“最美”，分享“最美”，争做“最
美”。此次受到表彰的全国“最美家庭”，
是经过单位推荐、社会化推荐、线上投
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推选出来的。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积极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
根，省妇联常态化推进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全年分四个季度开展集中寻找工
作。同时，省妇联与省纪委等单位联合
开展“树清廉家风”“五个一”家庭助廉活
动，加强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与省生态环
境厅在全省组织开展“绿色生活·我家更
美”主题系列活动，在广大家庭中倡导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用好家风
带动好社风、好民风。③5

□本报记者 石可欣

“10年来，我们一家人，都在不停地
努力，帮助烈士‘回家’。”5月 14日，杨连
山告诉记者。

杨连山是河南省南阳市第十四中学
的高级语文教师。从1981年参加工作以
来，他就爱好收藏书籍。2009年 1月的一
天，杨连山淘书时发现了 14份没有送达
烈士亲人的烈士证。“这些烈士证保存得
完好无损，还有存根，应该是没有发放到
家属手中。因为我爱好收藏，所以全都高
价收了回来。”杨连山讲起当年淘书的经

历记忆犹新。
回家后，杨连山根据自己的分析，给

妻子和女儿讲述这些烈士证的珍贵之
处。妻子梁金丽说：“14张烈士证，见证
了14位南阳籍烈士为了新中国成立献出
的宝贵生命，为什么不把它们送回‘家’
呢？”

“妻子的话给我提了个醒，只有将烈
士证交到烈士亲人手中，才更能体现出它
们存在的意义。”杨连山说。于是，一家人
就开始帮助烈士找“家”。妻子把烈士证、
革命英烈名录、烈士证简介进行了复印，
作为寻找烈士亲人的资料。女儿则利用

课余时间陪着他整理资料，查看文献。
从 2009年到 2019年，杨连山利用休

息时间，骑车到原南阳县周边及社旗、邓
州等地的偏远乡村进行调查。累了，就在
路边歇歇；渴了，喝几口自带的白开水；饿
了，打开饭盒，匆匆吃上几口妻子为他准
备的食物。

经过不懈努力，如今他已为 6位烈士
找到了家。“这些年为了帮助烈士‘回家’，
我牺牲了大量陪伴家人的时间，但妻子和
女儿总是不断地鼓励我，正是有了这个温
馨和睦的家，我才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杨连山说。③9

为烈士找“家”十年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时下，小麦正处于灌浆期，是增加穗
粒获得高产的关键阶段。这几天，全国著
名的小麦育种专家、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
振钢正奔波于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到
田间地头向农民推广新技术。

5月 13日，记者电话采访茹振钢。他
说：“我种麦，她种菜，忙起来的时候几个
月都见不上一面，每天都要靠电话联系。
每当研究有了新进展，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和对方分享。”

茹振钢口中的“她”是自己的妻子——

蔬菜种植专家、新乡市农科院研究员原连
庄。这对“夫妻档”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

“麦爸菜妈”：一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被农民朋友亲切地称为“粮财神”；另一
位是大白菜专家，获得多个省级科技进步
奖，满足了无数家庭“菜篮子”的需求。

相濡以沫 36年，茹振钢说自己和妻
子是在互谅互让中共同成长的。“刚结婚
的时候，我俩都在科研一线，工作很忙，都
想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后盾’，谁也不肯让
谁。”于是，夫妻俩定下了第一个“十年之
约”，约定十年内谁在自己的领域内有了
突破性成果、培育出新品种，家庭事务就

由谁说了算。“十年过后，我俩都育成了新
品种，没分出胜负。因此我们又有了第二
个‘十年之约’，谁育成的品种推广成效
好，谁就胜利。”茹振钢笑着说，“结果又一
个十年过去，我们培育的新品种都被大面
积推广，还是没分出胜负。我们就商量不
再比赛，而要相互支持、比翼双飞。”

在家庭的浸润下，他们的女儿茹苏珊
也对农业育种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今正在
美国读博士后，从事计算机育种研究。茹
振钢说：“我经常告诉女儿，学成后要回
国，利用所学知识，为祖国的农业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③4

“麦爸菜妈”的“十年之约”

白涛：

宁愿断头死 绝不屈膝降

★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我省40户家庭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5月 15日，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举行校园足球啦啦操比赛，来自该区23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代表队的近1000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比赛不仅提高了孩子们的运动技能，还进一
步激发了孩子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受到了广泛欢迎。⑨6 李俊生 摄

最美家庭在身边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建立）记者5月 15日从相
关部门获悉，5月 16日，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
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评选活动将正式启动，旨在发掘河南粮食
行业中坚力量，寻找中原粮食行业标杆。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足轻重。近些
年，我省围绕“农业强”的目标，调结构、提质量、增动力，打造粮
食生产核心区，扛起粮食安全重任，粮食行业涌现出一批领军人
物、标杆企业和知名品牌，引领河南粮食行业转型升级、快速发
展，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

本次评选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南日报农村版、
省粮食行业协会、省粮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旨在强产业、铸品
牌、树标杆，打造放心粮油示范企业，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充
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河南粮食产业品牌群体崛起，
让中原更加出彩。

即日起至5月31日，全省范围内的面粉加工企业、大米加工
企业、油脂加工企业、杂粮加工企业、粮油食品加工企业、粮食仓
储企业、粮机企业与大型粮食贸易企业等均可报名参加评选，有
意者可登录活动专题网站（www.hnslshyxh.com）了解详情。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全程接受社会
监督。报名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初审，每个奖项
产生 20个候选名额，然后进行网络投票。网络票选结束后，评
审领导小组将综合专家评审意见、企业关键指标和公众投票，分
别评选出我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和十大知
名品牌，在媒体上予以公布。

据悉，评选活动结束后，主办方还将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届
时，获奖代表将登台发言，总结经验、分享成果，共话粮食安全。③8

本报讯（记者 陈辉）5月15日，记者从中国铁塔河南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铁塔”）获悉，该公司在郑州地铁 5号线率先攻克
3.5GHz频段地铁隧道5G覆盖难题，郑州地铁5号线成为国内首
个实现移动、联通、电信3家运营商5G信号同时覆盖的地铁线。

地铁因为人流量大和环境封闭，对通信信号要求极高。如
何在地铁里实现 5G网络覆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技术难
题。河南铁塔和中国铁塔集团通信技术研究院去年年底组建了
专题项目组，并联合华为、亨鑫、中天等业内厂家开展 5G新产
品、新方案的攻坚研发，经过项目组的反复论证和优化，先后创
新提出了“新型地铁 E 站”“新型支持 2.6GHz全频段合路器”

“新型5/4漏缆地铁隧道5G覆盖方案”和“新型4T4R对数周期
天线地铁隧道5G覆盖方案”等一系列新型产品和技术方案，在
全球率先攻克了“传统 13/8漏泄电缆地铁覆盖方案无法支持
3.5GHz频段5G覆盖”的业内重大技术难题。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在同一套室分系统同时解决了移动
5G 使用 2.6GHz 频段、联通和电信 5G 使用 3.5GHz 频段的难
题，这在地铁 5G网络覆盖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河南铁塔
通信发展部总监毕猛说。

5月 15日，河南铁塔联合移动、联通、电信 3家运营商在郑
州地铁5号线实测，经测试，地铁站大厅和站台平均下载速率达
700Mbps 以 上 ，隧 道 内 行 车 过 程 中 车 厢 内 下 载 速 率 达
630Mbps（双缆部署，后续部署四缆后可达 1Gbps以上）。郑
州地铁5号线5G覆盖方案的成功实施和验证，为后续我国乃至
全球范围内地铁5G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参考。③8

河南粮食行业领军人物、标杆企业、
知名品牌评选活动拉开帷幕

我省攻克3.5GHz频段
地铁隧道5G覆盖难题
郑州地铁率先实现3家运营商5G信号同时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