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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巍峨天山，见证豫哈两地的深厚
情谊。

2016年 12月，新一轮对口援疆工
作全面开展以来，河南第九批援疆干
部人才来到哈密，以情交心、以心换
心，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华美乐章。

11月初，记者来到哈密，近距离探
访河南援疆干部的感人故事。

一次结缘终生结亲

11月初的哈密，迎来一场大雪，天
气寒冷。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
山农场牧业第三作业区职工吐尔得
汉·斯兰木家里，奶茶飘香，欢声笑语，
热闹非常。

河南援疆干部、第十三师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陈金岭带着来自郑州的8个家
庭来吐尔得汉家结亲。当场8个家庭认
下了这门“亲戚”，允诺经常“串门”。

2017 年 3 月 24 日，陈金岭参加
“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了
解到吐尔得汉家庭生活困难，陈金岭
决定结下这门穷亲戚，帮助吐尔得汉
一家摆脱贫困。

从协调吐尔得汉女儿的贫困大学
生补助资金，到帮助其女儿实现在家
乡教书的梦想；从协调吐尔得汉长子
报名参加高考，再到帮助吐尔得汉小
女儿千里迢迢赴郑动手术，一次次温
情相助让吐尔得汉一家感恩在心。通
过近3年的帮扶，吐尔得汉一家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援疆就意味着奉献，这是每一名
共产党员都应有的家国情怀。”这是陈
金岭写给儿子信中的一段话。

“一次结缘，终生结亲。如今，一批
批河南援疆干部人才和新疆各族人民
一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唱

响了一曲民族团结的欢歌。”陈金岭说。

妙手仁心美名扬

“要不是赵院长，我的腿可能要废
了。”提及赵明宇，巴里坤哈萨克自治
县萨尔乔克乡苏吉西村贫困牧民阿合
买提·吾马尔总会眼含泪光。

5年前，阿合买提因一场车祸伤了
一条腿，后来伤腿肌肉萎缩，令他疼痛
难忍，即便拄着双拐也寸步难行。经
赵明宇的治疗，现在阿合买提伤腿的
疼痛感减轻，不用拐杖也能慢慢走路。

赵明宇是洛阳正骨医院颈肩腰腿
痛科主任，2017年 2月，他告别亲人来
到哈密。

为帮助哈密市中医医院找准“以
骨科为主，大专科小综合”的定位，赵
明宇发挥专业特长，从学科建设、科研
项目到日常诊疗，都积极建言献策。
在他的帮助下，2018年 6月，哈密市中
医医院河南洛阳正骨楼投入使用。如
今，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名医医
治疑难杂症。

近 3 年来，赵明宇收到数十面锦
旗，每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个重获幸
福的家庭。“哈密市中医医院来了个河
南神医”，“神医”赵明宇被哈密当地群
众口口相传。

赵明宇告诉记者：“治病救人是医
生的职责和使命，我能帮患者祛除疾
病，让他们在健康快乐中享受美好生
活，这就是我最大的骄傲！”

三次援疆已把他乡作故乡

河南援疆干部刘志怀来到哈密豫
新能源产业研究院装修现场，望着拔
地而起的研究院，脸上露出了笑容。

“哈密市矿产资源丰富，却没有能

源研究机构，研究院建成后，就能填补这
一空白。”刘志怀说，哈密豫新能源产业
研究院由河南理工大学与哈密职业技术
学院合作共建。如今，该项目主体工程
已完工，装修完成后即可投入使用。

刘志怀是哈密职业技术学院的副
院长，也是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的
见证者，3次援疆，9年的援疆生活，他
将身心都奉献给了哈密教育事业。

2010年 12月，作为第七批援疆干
部，刘志怀第一次来到哈密，正赶上了
哈密职业教育大发展、大建设时期。在
哈密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国家及自治区
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过程中，刘志怀主
动承担了“数字化校园特色项目”建设
任务。到 2013年年底，刘志怀初次援
疆任务结束时，一个位居全国同类院校
先进行列的数字化校园项目顺利建成。

2014年，作为第八批援疆干部，刘
志怀开始第二次援疆。为提高师资力
量，刘志怀决定为哈密留下一支带不
走的教师队伍。截至目前，刘志怀已
为哈密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紧缺专业教
师 23名、工程硕士 15名，引进硕士和
博士学历教师60余名，通过言传身教，
带动该院信息网络中心 4名技术人员
提高专业水平，并和学院援疆教师组
建了10个专业教学团队。

2016年 12月，刘志怀再一次选择
留了下来。“学校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我全程参与新能源产业研究院建
设，在组建工作的关键时期，我不能离
开，要负责到底。”说起 3次援疆的始
末，刘志怀有些动容。

“远离父母家人，确有思念的痛
苦。看到学院这几年的变化，我觉得付
出再多都是值得的。”刘志怀坚定地说。

从“中转站”到“大病不出县”

“大婶，您怎么来了？”一大早，伊

吾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高湘玲像往常一
样，准备到病房查房。刚走出办公室，
在走廊里迎面碰上 66 岁的维则瓦尼
汗·库尔班老人。

“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这些奶疙
瘩，你拿着。”老人紧紧地抓着高湘玲
的手，像见到自己阔别多日的亲闺女。

“上次给您开的降压药都按时吃
了吗？”“吃着呢。这几天心脏还是有
点不舒服。”“走，我带您去检查一下。”
俩人一边亲热地聊着，一边往诊室走。

援疆之前，高湘玲是濮阳市人民医
院妇科副主任医师。2017年2月，她来
到伊吾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工作。

“尽管我来之前有思想准备，还是
被医院的现状惊呆了！”高湘玲说，虽
然医院医疗设施比较完善，但医务人
员奇缺，现有医生难以胜任最基础的
临床工作，患者对医院的医疗技术不
认可，大部分病人都到哈密市区医院
治疗，县医院成了一个中转站。“唯一
能做的，就是放下思想包袱，开始艰苦
创业。”她说。

医疗基础薄弱，就从基本培训抓
起。高湘玲开启了全院全员的急救培
训，6个月后，所有医生都可以独立完
成心肺复苏、电除颤、心电图机的操
作、异常心电图的识别、三人心肺复苏
和急救演练等一系列操作。

提升“坐医”水平，更要积极“行
医”。由于当地高血压病和糖尿病高
发，高湘玲认真分析后发现，这与群众
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于是，
高湘玲和医疗队员坚持每周下乡义
诊，通过一次次宣传、一次次走访，当
地群众对医疗队越来越信任，就诊的
患者也越来越多。

“援疆专家的水平真高！”赞美声
在全县传开。县医院手术量也从2016
年的 15台剖宫产增加到 2018年各类
手术 450 台，县域内就诊率由原来的
不到40%提高到80%，基本实现了“大
病不出县”的目标。

“不是每朵花都能开在冰川上，雪
莲做到了；不是每棵树都可以长在戈
壁滩上，胡杨做到了。”高湘玲说，“芳

华易逝，而隽美长存，我
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自

己最应该做的事情，
这将是我人生中最
美好的回忆。”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成利军）
12月 16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
我省沁河河口村水库日前喜获中国
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中国建筑业协会日前在北京举
行了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表彰大会，
表彰 2018 至 2019 年度优秀建设工
程。此次表彰了 241项工程，其中，
我省沁河河口村水库喜获这一殊
荣。这是该奖项自 1987 年开评以
来，我省获奖的第二个水利工程。此
前，我省燕山水库曾荣获 2012 至
2013年度鲁班奖。

河口村水库工程是国家172项节
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水库总库
容3.17亿立方米，以防洪、供水为主，
兼顾灌溉、发电、改善河道基流等，由

省水利一局、省水利二局承建，河南水
建集团参建。为了实现创优目标，建
设单位超前谋划、制定创优规划，健全
质量体系，规范质量行为，强化源头控
制，狠抓细节管理，将创优工作贯穿工
程建设全过程。2017年 10月，河口
村水库通过竣工验收，工程质量优
良。该工程2018年 12月获得中国水
利工程优质（大禹）奖。③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岳静

12月4日上午，修武县文化中心第
三会议室里座无虚席，一场以《现代设
计助力县域美学经济的路径探索》为主
题的讲座在这里举办，中央美术学院设
计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李玲旁
征博引、剥茧抽丝，为修武县域美学经
济发展出谋划策，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李玲是今年来修武县的第24批次
美学专家学者。一年来，共有来自哈
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等
60余名海内外著名设计师前来为修武

美学经济把脉会诊、献计献策。
这座豫西北小城为何能吸引这么

多美学“大咖”？
美学，让修武这座小城焕发出别

样的活力。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近年来，修武县不断探索将美学
向农业、党建、全域旅游等领域延伸，
驱动产业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
升级，通过外塑颜值，内修气质，“美
学”正成为修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和名片。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美学
的强大包容性发挥了招才引智的作
用。借助设计师的力量，大位村党建
综合体、西村乡云上森兮生态度假村、
王屯乡鲜果工坊、古洞窑村窑洞酒店
等美学经济项目遍地开花。一个个由
顶级设计师操刀打造的“网红”建筑面

世，用富有情怀、自带流量的背景故
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实现
了美学经济与“网红”经济的自然转
换，进一步放大了引流效益，也让修武
的乡村发展更有活力。

“0.1分部署，9.9分跟踪问效。”修
武县全力为美学经济发展清淤开道、保
驾护航。8名县级领导干部分组牵头的
县域美学工作领导小组，统领着修武美
学的走向，描绘着美学修武的蓝图；成
立美学经济服务中心，将美学经济服务
工作具体化、常态化；每季度一次的美
学经济项目观摩活动，在现场打分、通
报排名中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推动美学经济项目高质量推进。

为了解决美学项目建设的资金难
题，修武县坚持“活水养鱼”。借助全
国性非公募 4A 级基金会——友成企

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平台，共同设立修
武美学扶贫专属公益账户，引导公益
资金进入美学扶贫项目。采取企业投
资、政府和企业合作、对外招商、村集
体集资分红等多种投入方式，鼓励企
业、群众及社会资本投资美学经济项
目建设，创新投融资方式。

坚持小投入大产出，美学经济项
目实现“以小博大”。设计师在美学经
济项目中采用“针灸点穴”疗法，坚持
在不破坏现有格局的情况下，与本地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相结合，精准发
力，全方位提升城市艺术美感和吸引
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佳的经济效
益。目前，全县正谋划实施美学经济
项目，35个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的

“美学小建筑”将发挥支点作用，撬动
乡村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发展。③9

爱 满 天 山
——河南援疆干部的感人故事

一年吸引24批 60余名海内外著名设计师

看修武美学经济如何招才引智
基层亮点连连看

河口村水库获鲁班奖

3.17
亿立方米

河口村水库工
程是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
大水利工程之
一，水库总库容
3.17亿立方米

12 月 13 日，宜阳
县灵龙大桥附近水面，
一 群 水 鸟 在 栖 息 觅
食。近年来，宜阳县不
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对域内洛河段进
行全面治理，湿地面积
不断扩大，引来了许多
鸟类到此过冬。⑨ 3
仝少飞 摄

生态美
鸟来栖

□本报记者 朱殿勇

隆冬时节，天色已晚，室外寒气
袭人，棚内温暖如春。

在永城市高庄镇花卉产业园，前
张村的王浩在自家承包的花卉温室
大棚正忙活着，盛开的蝴蝶兰第二天
要组盆出棚，搭上 18摄氏度的恒温
物流车送到郑州、漯河以及南方的花
卉批发市场。

“光这一个棚就有 3万多株，10
株一盆，能组3000多盆呢，一盆批发
近 300元，春节前后是销售的旺季，
每天要雇 20 多人前来帮忙。”12 月
15日，胸前佩戴着党徽的前张村党支
部书记王爱廷，指着花架上一种名叫

“光芒四射”的蝴蝶兰高兴地说。
高档蝴蝶兰如今成为村民致富

“聚宝盆”。这得益于几年前王爱廷
发展花卉种植的一次大胆决策。让
他自豪地是，在他的带领下，前张村
成 立 爱 新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建 起
6000 平方米的花卉大棚，这几年依
靠花卉、苗木种植、销售，前张村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美了乡村、富了
百姓，也带动全村 5 户 17 人参与其
中，享受产业脱贫政策。

腰里有钱好办事。王爱廷和村
“两委”班子一道打造美丽乡村示范
点：一幅幅倡导乡风文明的宣传画

寓意丰富，房前屋后处处是花卉绿
植或小菜园，俨然一个世外桃源的
景象。

如今前张村不仅有了广场、游
园，家家户户用上了水冲厕所，还建
成了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被评上了
省级卫生村。

记者看到，热力站房下一排排暖
气管道“嗞嗞”冒着热气，在为花卉大
棚供暖。前张村今年顺利完成了热
力集中供暖工程，填补了永城市农村
无供暖的空白。今年冬天，王爱廷和
花卉种植大户不再害怕花棚里那些
娇贵的花儿受冻，发展花卉产业奔富
路的底气更足了。

王爱廷当上了河南省劳动模范，
各种荣誉得了一大串。作为商丘市
首批村级集体经济示范村，王爱廷对
带领村民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更加坚
定不移。③4

永城市前张村：

蝴蝶兰长成致富“聚宝盆”

更多内容请扫二维码

（上接第一版）正在引发一场“制造革
命”。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南该如何应
对？我省给出的答案是：紧紧抓住智
能制造这个转型发展攻坚的“牛鼻
子”，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河南制造”
向“河南智造”转变。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联动，深入
实施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抓标杆促示范，加快“企
业上云”“两化融合”强化基础支撑。

新认定省级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149个，分行业遴选 20家省级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确定 10个行业工
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对象，319家企业
通过“两化融合”贯标评定，上云企业
累计达3.5万家……越来越多的河南
企业插上智能化翅膀，催生出一系列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绿色发展 让产业“轻”起来

把一片包装薄膜扔进水里，不但
能自动降解，水质仍然达标能喝；埋
进土壤里，不影响庄稼生长。新乡银
金达新材料研发的 PETG 热收缩膜
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将“白色污染”
变为绿色产品，1吨卖上 5万多元的
高价格，还远销欧洲、南美、中东等
地。

绿色发展就是最好的“转型”，变
粗放、高耗能、污染为集约、低碳、高
效、清洁、循环发展。我省加快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今年全省 47家企业
入选工信部第四批绿色工厂名单，2
家产业集聚区入选为绿色园区。目
前，全省累计创建了 86家国家级绿
色工厂、8个绿色园区、2家绿色供应
链示范企业、8个绿色设计产品，还遴
选了46家省级绿色工厂。

走进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厂区照明用的是风光互补的 LED路
灯，房顶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板，生
产线上回收电池得到高效再利用。
这家以生产动力锂电池为主打的新
能源企业，在生产过程、产品设计、污
染物排放等方面进行绿色化探索，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工厂建设
道路。

能效、水效对标达标，节能诊断
服务，清洁生产审核，固废综合利
用……一年来，河南加快推动工业绿
色化改造，实施节能、节水、清洁生产
和基础工艺绿色化改造，引导企业向

先进水平看齐。
在绿色发展的指挥棒下，曾经饱

受“高能耗、高污染”困扰的安钢集
团，经过环保深度治理，成为国内第
一家实现全工序干法除尘的钢铁企
业，吨钢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排放量远低于国家要求的超低排放
限值标准，原本笨重的钢铁巨头全力
打造“轻”产业，发展“轻”产品，构筑

“轻”未来。

高端升级“高精尖特”
化身新代言人

“今年，我们的镁合金轮毂已出
口德国 2万余只，全部是为大众高尔
夫 GTI 等德系中高档汽车量身定
制。”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忍不住在朋友圈“炫耀”，其自主
研发的镁合金轮毂，比普通轮毂重
量轻 1/3，有效减少废气排放量、降低
燃油成本。公司成立 10年，从压铸
镁合金、镁铝合金型材、镁合金汽车
轮毂一路“升级打怪”，最终成为汽车
零部件行业的高端供应商。

一边是传统产业提质，另一边是
新兴产业培育。今年前三季度，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 15.7%，高于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7.8个百分点。工业机器
人产量增长 102.2%，新能源汽车增
长49.6%，锂离子电池增长21.2%。

汉威科技研发出柔性仿生电子
皮肤传感器、仕佳光子推出了用于
5G 无线网络的循环型 AWG、信大
捷安的安全芯片植入华为新款手
机……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河南又
有一批“高精尖特”产品站上行业制
高点。

只有持续的技术投入才能确保
产业链不断迈向中高端。今年以来，
全省大力实施“十百千万”企业技术
改造提升工程，截至 10月底，我省制
造业技改完成投资 4773 亿元，技改
投资增长居中部第 1位、五个工业大
省第 1位，成为工业投资增长的重要
拉动力量。

“河南正处在完成工业化的关键
阶段，要始终坚持制造业立省不动
摇。”省工信厅厅长李涛说，我们将继
续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
创新，不断提高产业链水平，扎扎实
实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
河南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③4

河南制造顶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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