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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对于很多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
爱国是信仰，深藏在骨子和血液里，
流淌在生活的点滴间。93岁的河南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丙寅，就是
这样一个人。

“我的成绩是新中国赐予的，我
的人生也与新中国一脉相连。我想
把我的全部热能献给祖国，回报给党
和人民。”从当年的翩翩少年，到如今
的白发先生，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1987年 4月，李丙寅应邀到英国
参加第六届电分析与传感器国际学术
会议，通晓英、俄、德、日四国语言的他，
不带翻译只身参会，并作精彩报告，尽
展河大学者的风采。“我是代表我的祖
国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我为祖国
的腾飞感到骄傲和自豪。”30多年后的
今天提起此事，他仍难掩激动。

那个年代的生活条件、科研条件
相当艰苦，为国争光的背后，他的辛
苦和付出可想而知。可他从不嫌苦，
从不言苦。殚精竭虑搞科研，惟愿祖
国更强大。倾尽丹心育桃李，甘为祖
国培栋梁。

李丙寅的父亲留美归来，在河大
工作了 31年。李丙寅生在河大长在
河大，自小就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深受河大深厚底蕴的熏陶。抗战时
期，他随学校离开开封，颠沛流离。
抗战胜利后，他又随河大回到开封。
经历过潭头血案的沉痛打击，见证了
河大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他与师生
同甘共苦，也与河大血肉相连。1944
年，李丙寅报考了国立河南大学化学
系，1948年毕业，1992年从化学系退
休。

为了河大化学学科的发展，他多
年勤勉，不辞劳苦。1979年至 1998
年 20 年间，他筹建了环境化学研究
室，新开设了《化学分析》《环境化学》
等课程，新开的全校公选课《环境科
学选论》出版后被列为考研参考书；
他在药物电极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
出成绩，很多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多篇论文在世界化学权威期刊
上发表，使河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
国际同行的认可。由于科研成绩突
出，他于 1989 年成为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终身会员。
孟子认为君子有三种乐趣，其一

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也是
李丙寅最大的乐趣。自 1981 年起，
他连续十年设立学生课外活动小组，
不辞劳苦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并
且分文不取。他为课外小组的学生
制定了培养三部曲——首先教他们
掌握专业英语，然后教他们查阅外文
文献，最后跟着老师做课题。言传身
教，耳濡目染，同学们逐渐具备了钻
研精神、掌握了科学方法，有人毕业
前就有论文公开发表，实现了“出成
果、出人才”的目的。如今，河大张治
军教授等当年的课外小组成员，已在
化学相关领域有所建树。

李丙寅一生简朴。那天，穿过窄
窄的巷子来到开封铁塔三街一处平
房内，先生屋里陈设的简单、家居的
简朴出乎我的意料：老式家具一看就
是用了好多年，门上的油漆脱落得斑
斑驳驳，有些地方墙皮也掉了，露着
灰色的水泥，还有些地方糊着白纸充
当墙裙……门楣上方，“河南优秀教
育世家”奖牌和“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终身会员”格外显眼，那是他的骄傲。

虽然名闻遐迩，虽然年事已高，
可他的一切都未曾改变。柴米油盐，
衣食起居，他与普通人一样，甚至比
普通人还要朴素。精神生活无比充
实，物质生活极其简单，这就是他多
年以来的状态。

他视教育如生命、爱学生如己
出，看到家境贫寒的学子节衣缩食寒
窗苦读，他心疼啊！省吃俭用攒下钱
来，他有大用场。2012年，在河南大
学百年校庆之际，他为化学化工学院
捐款 10万元，用于资助学院的学科
建设、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并一再
强调不让宣传。化学化工学院感念
老先生的善举，专门设立“丙寅奖助
学金”，让他的精神和爱心传承下去。

临走前，我问他：“您是什么时候
给学院捐的款啊？”老人轻轻摇头：

“不记得了。”是的，如果我不问，他提
都不会提这件事儿。

有些事情，好像是遗忘了，其实
是他根本就不曾放在心上。他的心
里，装满了他的化学、他的学生、他的
学校和他的祖国。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9 月 11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
校毕业生（秋季）河南站巡回招聘会”
将于9月 21日在河南师范大学举办，
预计有2.4万个岗位供学子挑选。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起，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是在我省举
办的全国性大型公益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打破以往在郑州
高校举办的先例，将就业服务的链条
不断拉长、就业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

据了解，本次巡回招聘会拟设展
位 700个。从目前报名情况看，参会
单位涉及33个行业，预计为毕业生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2.4万多个。活动将

汇聚全国优质企业资源，邀约全国各
地央属企业、国有企业、上市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行业领军企业、高等院校、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各类企事业用
人单位以及政府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组团招聘人才，有效整合大中城市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资源，为高校
毕业生跨区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招
聘人才提供便捷、精准、高效的服务。

活动期间，还将组建资深专家导
师团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
咨询服务，就求职技巧、职场应对、面
试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困惑等问题接受咨询。活动期间，
还将举办参会单位宣传会、就业创业
大讲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协
同发展研讨会等。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袁楠）9月 12日，河南省
农科院现代农业智能装备研发基地
在长垣揭牌成立。据悉，该基地将同
青岛农业大学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开
发机械化生产与农田建设相适应的
智能农机装备，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
程全面高质量高效升级。

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
张新友表示，近年来我省农业机械化
水平持续稳定提升，2018 年年底全
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已经达到 82.6%，但依然存在不平
衡、不充分等问题，与全面适应农机
农艺融合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在长垣建立现代农业智能农机装备
研发基地，旨在弥补学科短板，拓展
提升新兴学科发展空间，更好地服务
地方现代农业发展。

据介绍，省农科院联手青岛农业
大学在长垣打造现代农业智能装备研
发基地，主要目标是加快研发市场需
求、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各类大中型
农机，开发适应小农生产的小型农机
及适应特色作物生产、特色养殖需要
的高效专用农机；加快现代种业、畜牧
水产、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农机装备和技术研发，将长垣打造成
为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与机械化技术人
才培养与成果示范推广的基地。③5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接天绿叶无穷碧，田间辣椒别样
红。9月 12日一大早，记者站在通许
县大岗李乡户岗村的田埂上望去，村
里的 100 亩小米椒已进入成熟期，秋
雨初歇，一个个鲜红的辣椒在绿叶的
衬托下煞是诱人。远处，几位农民正
麻利地采摘着，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个小米椒叫中顺 808，是我们
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大岗李乡党委书
记韩冰告诉记者，“别看它个头小，收

益好着呢。现在就地收，一公斤六七
块钱，一亩辣椒赚5000块钱没问题！”

大岗李乡的辣椒产业远近闻名：
全乡三樱椒种植规模达4万亩，因颜色
亮、椒形好，广受客户喜爱。仅收购公
司在村里设置的辣椒收购站就有 18
家。“大岗李乡的农民根本不愁销路，
而且我们的价格一直坚挺，在全省都
是出了名的！”做了10年辣椒收购的户
岗村村民张晓辉说。

“白天摘完晚上就有人来收。这
一个月，天天摘椒，天天见钱，昨天一
算，突破1万元了。”在地里正在摘辣椒
的村民张卫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
家的2亩 6分地，现在辣椒采摘期刚过
一半就已经卖了 10400 元，加上种大

蒜卖了 37000 元，今年两亩多地至少
能收入5万元。

火红的辣椒带来了农民红火的生
活。大岗李乡的红火也是在一步步的
尝试中走来的。

张晓辉是村里的辣椒收购大户，
也是辣椒种植大户，他见证了户岗村
农业结构转变的全过程。

“10年前的户岗村，田地种植结构
和周边一样，也是只有小麦和玉米两
种作物，1 亩地一年的收入超不过
2000元。”张晓辉说。

这10年来，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大岗李乡一直在探索种啥好、咋种好：
引入套种模式，先是在麦地种上棉花、
西瓜等作物，亩均收入突破 3000 元，

现在辣椒、西瓜、小麦套种，亩均收入
更是达到了 6000元。“人闲地不闲，见
到效益最有说服力，群众肯定就跟着
干了！”张晓辉说。

三樱椒的成功让大岗李乡的农民
过上了红火日子。但大岗李乡的干部
却不就此满足。为了让村民们的钱袋
子再次“升级”，大岗李乡的干部紧盯辣
椒市场行情，赴外地实地考察，又在今
年引进了亩产量更高、价格更好的小米
椒，让大岗李乡的辣椒产业火上加火。

“今年全乡引种的小米椒有 1000
亩，预计总产达 150万公斤，下一目标
是明年把小米椒种植发展到2万亩，让
大岗李乡的辣椒产业更加出彩。”韩冰
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9月 12日，记
者从省纪委了解到，为充分发挥典型
案例的警醒作用，切实让广大党员干
部知规矩、守纪律，持续营造风清气正
的浓厚氛围，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中秋、国庆

“双节”到来之际，省纪委通报4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漯河市政府驻郑州办事处原副主
任程灿君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7
年 5月至 2018年 12月，程灿君在主持
漯河市政府驻郑办工作期间，安排工
作人员违规购买高档烟酒 18.27 万
元，均以普通酒水或其他副食品的名
义开具发票变通入账报销，并违规安
排接待，公款吃喝开支 20.07 万元。
2019 年 6 月，程灿君受到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科级，违纪资金
予以收缴。

信阳市水利局调研员钱斌违规收
受礼品问题。2013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月，钱斌在担任信阳市鲇鱼山水库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在节日中
先后 4次收受私人老板彭某白酒共计
4件，折合人民币3万元（2件茅台、2件
五粮液）。此外，钱斌还存在其他违纪
行为。2019 年 5月，钱斌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驻马店市平舆县农机局局长余中
原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
游、收受礼品问题。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8月，余中原在担任县农机局
局长期间，先后五次参加市农机局组
织的参观考察活动，违规接受有关农
机经营或农机生产企业安排的旅游活
动。其中在内蒙古、新疆旅游期间，接
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石榴、核桃、枸
杞等当地土特产，价值2000元。2019
年 4 月，余中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三门峡市卢氏县双槐树乡党委原
书记田雨等人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问题。2019年 5月 5日下午，田雨在得
知其陕西省洛南县朋友张某某儿子次
日结婚的消息后，让该乡职工安伟平
驾驶公务用车从双槐树乡出发前往贺
喜，并让副乡长莫延宾同行，顺便到西
安某公司考察项目。到达洛南县城
后，田雨到张某某家贺喜并接受宴
请。5月 6日下午，田雨、莫延宾、安伟
平三人从西安返回途中到秦始皇兵马
俑博物馆参观游览。2019 年 6月，田
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处理，莫延
宾、安伟平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党
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
从通报的 4起典型问题中汲取深刻教
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要充分认清
党中央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越往后
执纪越严的坚定决心，自觉站在维护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锲而不舍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心存敬
畏，自觉遵规守矩，做到清清爽爽做

事、干干净净过节。
省纪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

担当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把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作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自觉做到
融合结合，驰而不息纠治“四风”；以中
央纪委近期公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为警示，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和
监督，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省纪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针对违规吃喝、公
款旅游、公车私用、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强化教育
提醒，强化监督检查，强化执纪办案，
强化通报曝光，对发现节日期间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快查严处、露
头就打，用严明纪律推动作风建设向
纵深发展。③5

省纪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火红的辣椒 红火的日子

李丙寅：把全部热能献给祖国

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
河南站巡回招聘会将启幕

2.4万个岗位等着学子挑选

现代农业智能装备研发基地落户长垣

9 月 12 日，内
黄县产业集聚区安
阳贝利泰陶瓷有限
公司员工在操作新
设备。该厂引进世
界顶级陶瓷制造自
动化设备，拟建3条
全智能生产线，建成
投产后可年产1500
万平方米陶瓷板，
年销售额可达 8亿
元。⑨3 刘超 摄

9月 10日，夏邑县火店镇一家宫灯厂的工人在赶制廉政灯笼。为迎接中秋节和即将到
来的国庆节，该县纪委监委定制印有清正廉洁、吉祥如意等字样的灯笼，悬挂在街道、小区
和广场，在烘托节日氛围的同时，也提醒党员干部要廉洁过节。⑨3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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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她用一个公式，输入几个数，就
知道我们啥时间该来这里干活了，不
用在现场久等。这个技工了不得！”9
月 10日，记者在安钢集团炼铁厂采访
时，两个维修工这样夸赞他们的烧结
工高级技师公毅。

今年 42岁的公毅，是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她个头不高，说话温
柔。虽性格内向，但讲起烧结机的“五
脏六腑”来，却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工人们称她为“状元技工”。

“状元技工”的本领了得，有故事
为证。

故事一：环冷机是烧结矿的冷却设
备，80块台车组成一个圆形，旋转每周
需要一个半小时。台车出现故障后，需
要主控室的主控工不停地联系现场人
员，在高温环境下多遍查找确认。

公毅为破解此难题来到了主控
室，两眼紧盯监控画面。只见水槽的
盖板随着环冷机一起运转，于是突发
灵感：若把台车编号写在盖板上，主控

工记下盖板上的编号，就可直接确定
故障台车运行的位置。

大家没想到，公毅利用小小的编
号，解决了生产上的大难题。

故事二：500平方米烧结机的配料
室，有 21台配料秤。生石灰配加总是
波动，犹如家里炒菜放盐，多了咸、少
了淡。原料配比缺斤少两必将影响产
品质量。

公毅在现场琢磨来琢磨去，研究
了很多天。同时，她找来一台备用设
备做实验：“看看，粘料和脱落就会引
起皮重的变化。”于是，公毅开出“药
方”：每四个小时看一次皮重，改变原
来开停机操作方法，震动可把粘灰震
掉，从此配料精准。

故事三：一次，一位电工打来电
话，“请你帮忙看看设备，为啥喷洒装
置漏水。”公毅到达现场后，细细观察
发现是管道进行了改造，比之前加长

了十几米，电脑程序未变，关闭电动阀
门之后，管道内残余的水仍延续外
流。当下，公毅联系自动化工作人员，
修改停水时间后漏水现象消失。

诸如以上的故事，在公毅身上还
有一串串。

或许人们会问：“公毅的创新底蕴
何来？”

“我爷爷、父母都是钢铁工人，我
属于‘钢三代’，不能给上辈人脸上抹
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

“刚上班时，我的师傅很厉害，技
术精湛。这让我一下就有了目标，我
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创新的灵感来自生产一线的实
践。”公毅是安钢集团第一代主控工，
她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 14年，又干了
5年工段长，让她把整个生产工艺控制
和现场实际完美融合在一起。“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让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灵感迸发了出来。”公毅说。
金点子来自实践。为获得混合料

机配料节奏的最佳值，公毅坐个小凳
子，守在混料机旁，盯着滚动仓，一遍
遍掐算时间，默数转动圈数，一待就是
两三个小时。如今，她每天仍要沿着
配料室、筛分室、烧结机进行实物检
查，这细节体现了她的“工匠”精神。

人需要终生学习，不断“充电”才
能进步。打开公毅的办公柜，里面有
《烧结原理与工艺》《铁矿粉烧结原理
与工艺》等专业书籍，还有多半是她的
记录本。“我经常自学，还习惯把每天
的各项参数都记下来，进行趋势分析
总结。”公毅说。

20年来，一本本装订成册、条目清
晰的数据、工艺记录笔记见证了她的
成长。也正是对工作的认真与坚持，
使公毅脱颖而出，成为“状元技工”。

结束采访时，公毅向记者吐露心
声：“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发现原来让
我发愁的一些事情，付出努力解决的
一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提高的财
富。有些事发发愁、踮踮脚才能做好，
这样会让我真正成长起来。”③6

争做 河南人

“状元技工”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