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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真的很累，但每次
解决问题后，看到乡亲们
的笑脸，心里就觉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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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全国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 之

独竹漂

本报讯（记者 孙静）我省加快自
主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工作又有新政
策。8月 2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
获悉，我省正式发布《关于开展河南
省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建设
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今年至2021年，我省将遴选一
批高校开展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中心试点建设，通过收益分配、费用
补贴等实质措施，推动高校知识产权
转移转化。

据介绍，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中心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参与、自
主建设、试点探索”的原则，由高校作
为建设主体，重点依托高校负责科技
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转移转化的
机构实施，整合政府、高校、企业、服
务机构、金融资本等多方资源，探索
建设一批“制度、人员、场所、经费、
任务”落实到位的、各具特色的高校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
加速高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通

知指出，要健全完善促进知识产权转
移转化的收益分配和奖励激励机制、
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服务费用补贴制
度等，开展高校与地方政府部门合
作、与企业对接、与资本对接、技术孵
化等活动。

哪些高校可以申报？通知指出，
教育部公布的河南省高等院校都可
以进行申报，但应具备较强的创新能
力、知识产权资源基础和转移转化能
力等条件。申报单位需于 8月 16日
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省知识产权局。
评审结束后，省知识产权局将对获批
高校予以授牌，并在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建设、专利信息服务、专利资助申
请、专利奖项目推荐、宣传培训、校企
对接等方面给予倾斜，还将选派知识
产权联络员支持高校开展工作。③9

□本报记者 曾鸣 陈慧

7月 29日下午，骄阳似火，酷暑难
耐。在鲁山县张店乡刘湾村，县林业局
高级工程师周耀伟在桃园里查看桃树
种植情况，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

这片桃园的主人秦文向毕业于中
国农业大学。说起桃树种植的具体问
题，这位高学历的农民也忍不住连连
竖起大拇指，“好多问题都得向周老师
请教，他可是理论与实践的专家啊！”

从 1996年毕业至今，周耀伟一直
从事基层林业技术推广工作。凡是果
树种植的技术难题，他都要想方设法
攻克。他常说：“咱们做技术推广的都
没法，那群众咋办？”

“今年俺的梨又脆又甜，好吃得很，
这都要感谢周老师！”董周乡铁家庄种
植户慎大群说。原来，去年发现自家果
园的梨出现“铁头梨”情况，40%的梨都
只能扔掉，慎大群又心疼又着急，慌忙
打电话请教周耀伟。周耀伟来到现场
一研究，认为其成因与药害、病毒病、缺
钙、缺硼等多种因素有关，便对症下
药，解决了慎大群的苦恼。

周耀伟高超的技术离不开他的勤
奋。有时候，为摸清各类果树问题的
发生规律，他每天吃住在果园里，白天
查资料，晚上钻到果林中打着手电筒
观察，顾不上蚊虫叮咬、天气炎热，一
熬就是几个通宵。“有时候真的很累，
但每次解决问题后，看到乡亲们的笑
脸，心里就觉得踏实。”

每次听说周耀伟下乡，附近十里
八乡的种植户就像赶集一样凑到一起
去咨询。“一点不夸张。”平顶山市林业
局副局长温拥军证实了这件事，“耀伟
的技术没得说，谁家的果树遭了病虫
害，第一时间找的人就是他，他大致一
看，几乎都能药到病除。”

周耀伟说，光有过硬的技术不行，还

需要有一颗为乡亲们服务的真心。除了
平常在局里的工作，他一年有100多天
都在下乡。“在办公室吹空调我也坐不
住，急得慌，光想到果园里走走。”

在采访过程中，周耀伟的手机响
个不停。他有个习惯，24小时不关机，
群众都打趣他的手机号是“林果服务
专线”。

上个月，家住董周乡大元庄的种
植户李双义园子里的猕猴桃出了点问
题，便打电话请教周耀伟。谁知第二
天凌晨 5点，天刚蒙蒙亮，周耀伟便风
尘仆仆地出现在李双义家门口。“哎
呀，咋这么早就来了？”“我 8点多还要
回局里上班哩，怕你着急，这不就早点
过来。”回想起这件事，李双义还是很
感动，“他是真心真意地帮助咱农民！”

2015年，周耀伟在网上开通了微
信公众号，开辟了“我与果树聊天系
列”专栏，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和故事，
让林农轻松学到新技术。2011年，周
耀伟被国家网络森林医院聘为“森林
医生”，他服务的林农范围更广了。

汝州市农民吴现周种植葡萄5年，
遭遇过不少病害，每亩收入不足 2000

元，通过网络森林医院向周耀伟取经
后，每亩效益提高到 5000元。辽宁省
鞍山市一个农业大户种植的葡萄落果
十分严重，喷洒了各种药剂都没效果，
在周耀伟的帮助下，问题很快得到解
决……由于表现突出，周耀伟被授予

“全国最美森防医生”称号。
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短袖，脚踩一双

沾满泥土的布鞋，黝黑的脸上常常挂着
微笑。46岁的周耀伟，在普普通通的岗
位上作出了不普通的贡献。20多年来，
他甘当林间“啄木鸟”，主持攻克林业技
术难题12个、林业实用成果32项，获得
国家专利 2项、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3
项。这些年，鲁山县果园面积从 2008
年的 5.5 万亩，发展到目前的近 40 万
亩，林果业产值达4.8亿元，与他和众多
林业技术人员的付出密不可分。

“周耀伟为啥这么受果农欢迎？
他把深奥的技术转变成果农能够‘听
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效果好’的实用
技术，20多年如一日奋斗在乡村一线，
跟农民们打成一片，用技术改变了千
万种植户的命运。”省林科院经济林专
家丁向阳说。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8月 2日，许昌
市举行 2019 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共有 54个重点项目开
工，总投资 17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1.6亿元。

此次开工的54个重点项目，产业
项目数量和投资占比均在 70%以
上。其中，总投资10亿元的禹州市百
思特厨卫用品有限公司不锈钢制品产
业园项目，将新建 20条现代化生产
线，年产不锈钢制品2170万件、厨卫
家电100万台；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100万只铝镁合金汽车轮

毂二期项目，将推动更多的“德威造”
铝镁合金汽车轮毂走出国门。

今年以来，许昌市按照“签约项
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开工项
目抓进度、建成项目抓达产”的原则，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截至 6月底，全
市 171个重点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632.5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63.3%。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未来。”
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这些项目
的开工建设，将加快形成一批新的
经济增长点，为许昌发展增活力、添
动力。”③9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张
珊珊）8月 2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
队获悉，从 8月至 10月，我省将开展
为期 3个月的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
患检查。按照部署，我省消防部门将
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针对
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用油、违规装修施
工等6类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检查。

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消防部门将对公共消防安全领域开
展专项行动，主要是公共娱乐场所、
博物馆文物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
养老福利机构、学校、医院和居民住
宅、出租屋、沿街门店等重点场所，全
面排查并针对违规用火用电用油用

气、外墙采用易燃可燃保温及装饰材
料、使用易燃可燃彩钢板搭建住人建
筑、屋顶平台和疏散走道堆放可燃杂
物、营业期间违规装修施工、消防设
施损坏故障等重点消防安全隐患，持
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专项行动期间，文化旅游、文
物、商务、教育、卫生等部门将与消
防部门联合行动，分行业、分专题组
织消防大排查，对弄虚作假或存在
突出风险隐患的单位，省防火安全
委员会公布的 192处重大隐患以及
曝光的 6800 余处隐患和问题，9 月
底前未整改销案的，依法从严从重
惩处。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苏
桂显）“无论身处和平或战争，无论
环境险恶或人身威胁，时刻胸怀祖
国，乐观向上，克服一切困难，不辱
使命……”8 月 2 日上午，中国援外
医疗队授旗仪式暨欢送会在郑州举
行，由我省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第
13批援厄立特里亚医疗队队员面对
国旗庄严宣誓。

本批援非医疗队由安阳市卫健
委作为责任单位，以安阳市人民医院
为主体，安阳市肿瘤医院、安阳市中
医院、安阳市三院、安阳市六院、安阳
市眼科医院、河南省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等7家单位共同参与组建，18名队
员平均年龄 39岁。经过半年的集中
培训，他们将奔赴非洲执行为期一年
的援外医疗任务。

截至目前，河南援外医疗工作已

经走过 46个年头。46年来，我省累
计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立特里
亚 3 个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 57 批
1159 人次，诊治受援国群众 700 万
人次，开展各类手术5.7万余台，培养
当地医务人员 7900余人，为巩固深
化中非传统友谊、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部署，本批援非医疗队工作
期间，将精准对接受援国需求，加强
中医中心、妇幼健康中心、创伤治疗
中心等 6个建成项目运营管理，强化
带教示范功能；积极参与中非新发、
再发传染病、血吸虫病和艾滋病等公
共卫生合作项目，探索建立疟疾等传
染病防控机制；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
优势，推进中医药技术交流合作，以
实际行动推动“中非健康卫生行动”
落地见效。③9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在陆军航空兵的战斗序列中，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终日与战鹰为伴，却
不能像飞行员那样在九天之上体验速
度与激情，也不能像空降兵那样从天
而降与敌近距离厮杀，他们是空中机
械师，是守护战鹰的人。熊林杰就是
他们中的优秀一员。

7月 28 日，中部战区陆军某陆航
部队驻地气温升至 37摄氏度，停机坪

上，一架架战鹰整齐列阵，蓄势待发。
一架战机旁，记者看到熊林杰和战友
正在对直升机进行检修。他一边擦汗
一边对记者说：“请稍等，我们要先把
工作完成。”

1990年冬，熊林杰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离开信阳市罗山县老家，报名参
军。新兵训练期间，他刻苦训练，成绩
始终名列前茅。由于表现突出，新兵
训练刚结束就被军区选送到陆航训练
基地参加技术培训。

“那时陆军航空兵是一个刚组建不
久的高技术兵种，能有机会维护直升机，
我非常珍惜。”熊林杰说，“那时候我还有
一个军官梦，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
习业务知识，熟练掌握维护技术，考上理
想的军校。”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熊
林杰考上了军校，并在1996年成为全校
唯一以全优成绩毕业的学员。

伴随熊林杰的，有许多闪光的数

字。自 1998 年被任命为空中机械师
后，他先后维护保障过 10种型号的直
升机，随直升机圆满执行数十次急难
险重军事任务，航迹遍布长城内外、大
江南北。

在战友们的眼中，熊林杰不仅是
那个创造全优成绩的传奇，更是拼命三
郎。多年前，一架直升机滑跑着陆，到
达指定位置后，飞行员无法锁住尾轮
锁。几吨重的尾轮摇摆不定，极易导致
直升机发生侧翻，甚至撞击旁边的战
机。“当时，熊林杰提着两个轮挡猫着腰
就冲了上去，一把将轮胎卡住，及时制
止了险情。我们看得心惊胆战，尾桨还
没停下来，旋叶就在他头顶旋转，他竟
毫无畏惧。”一位战友告诉记者。

2013年，部队成立新中队保障国
产某新型直升机列装，单位领导将此
重任交给熊林杰。中队是新的、装备
是新的、人员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安全压力非常大。作为一名基层带兵
人，熊林杰深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
道理，所以平时他总是先学一步、学深
一层，敢于叫响“向我看齐”。经过中
队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国产新型直
升机维护工作很快进入正常轨道，装
备战斗力的迅速提升，让直升机制造
厂的售后人员佩服不已。

正是这次带队经历为熊林杰打下
了良好的业务基础，在参加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阅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阅兵活动中，他和战友拿出最高标
准，圆满完成受阅任务。

“战机腾飞的背后，也有我们的付
出。每当想起一架架战机飞过观礼台
接受检阅的场景，身为一名机务兵，我
就倍感骄傲。”谈到阅兵活动，熊林杰
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

“对于机务兵来说，战机就是战
友，值得我用生命守卫；战机亦是花
蕾，需要我用匠心呵护。把成绩留在
昨天，我要更加努力当好战鹰守护神，
为家乡和人民赢得更大的荣誉。”熊林
杰说。③9

我省试点建设高校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中心

许昌市2019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54个项目共投资170亿元

我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严查违规用火用电等6类隐患

我省又一批医疗队
将启程援非

甘当林间“啄木鸟”

熊林杰：一颗匠心守护战鹰

8 月 4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在收割头茬再生水
稻。再生水稻种一季收两茬，头茬亩产可达1300多斤，亩均比常规杂交水稻
增收600多元。⑨3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赵志攀

8月 4日下午，郑州西亚斯学院上
空铅云笼罩，乔丹体育馆里格外闷
热。场地中央站着 18名身着黑色练
功服的青年，伴随着欢快的音乐，他们
挥汗如雨，或腾跃、或旋转、或疾行，看
得人眼花缭乱。

为备战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这些运动员正在训练
民族健身操。他们来自郑州西亚斯学
院和郑州七中，包括 8名维吾尔族运
动员，5名汉族运动员，4名回族运动
员和1名哈萨克族运动员。

“能够代表河南参加全国民族运

动会的比赛，我感到特别自豪！”维吾
尔族姑娘孜拉来·买合木提说，她今年
16岁，在郑州七中读高中。

“能够享受政策来河南读高中，我
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去年年底选拔
队员时，我和同学们特别想出份力。”
孜拉来说，“很多新疆学生都报名了，
我能入选感到特别幸运，很珍惜这宝
贵的机会。”

6月上旬，在坐了 4天半的火车、
汽车后，孜拉来回到万里之外的阿克
苏市温宿县，见到了阔别一年的亲
人。她没有享受3个月的假期，仅仅在
家待了 10天，就匆匆赶回郑州集训。
分别时，妈妈泪眼婆娑，捧着孜拉来的

脸鼓励她：“能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
是全家的光荣，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尽管孜拉来有一定舞蹈基础，但
几次民族健身操训练下来，她还是出
现了动作不协调、力度不够等问题，怎
么办？加大训练量，拼了！孜拉来和
队友们一周 6天、一天 8个小时，一个
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演练，常常加班
练习到深夜。有的队员髋关节积液，
依然咬牙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从6月下旬集训以来，队员们已完
成了磨合，训练效果逐步显现。离比赛
还有30多天，相信队员们会尽快提升
水平，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省
民族健身操队教练孙凯说。③4

“代表河南比赛，我感到特别自豪！”

8月4日，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和郑州七中的18名运动员正在进行民族健身操训练。②26 赵志攀 摄

独 竹 漂 俗 称“ 划 竹 竿 ”，表 演 者 站

在一根楠竹上，以小竹竿当桨在水上

划 行 ，颇 有 传 说 中 武 林 高 手“ 一 苇 渡

江”的神韵，因而被誉为“中华一绝”。

独竹漂发源于赤水流域，是黔北独

特的一项民间技艺，具有悠久的历史

渊源。贵州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但是

赤水流域楠竹生长茂盛，竹子便成为

赤水两岸先民的水上交通工具。当地

居民为了方便出行，常常顺手在河边

砍下竹子，划着竹子漂流而下。独竹

漂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写下传奇。1935

年，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四渡赤水时，

因为沿河的船被国民党炸毁，红军曾

发动当地的群众利用古老的“独竹漂”

侦察敌情。20 世纪 70 年代，独竹漂成

为纪念红军四渡赤水和毛泽东畅游长

江的群众性水上表演项目。

在 第 六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体

育运动会上，独竹漂首次成为民族体

育项目，并获得表演一等奖。在 2011

年 第 九 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体 育 运

动会上，独竹漂第一次被列入正式比

赛项目。

独竹漂对参赛者的身体素质要求

较高，尤其是平衡协调能力，同时对力

量、耐力、技巧等也有很高的要求。③9

（本报记者 黄晖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