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本
周 我 省 仍 多 阵 雨、雷 雨 天 气 。
强 降 水 易 引 发 城 市 内 涝 及 农
田积涝，建议农民朋友雨后及
时排水散墒，减轻渍涝危害。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爱
芳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时期，我省各个流域防
汛形势不容乐观。从降水趋势
来看，8月 1日前，北中部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他地区接近
常年同期水平。预计 7 月底之
前 我 省 东 部 总 降 水 量 可 达
30mm～60mm； 其 他 地 区
60mm～120mm，局部150mm～
200mm。

省气象台预测，本周我省共
有三次主要降水过程。28日夜
里，西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
局部大到暴雨。29 日到 30 日，
全省有一次大范围较强降水天
气过程，西南部、北中部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31日到 8月 1日，北部有分散性
阵雨、雷阵雨。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周爱春

入汛以来，淮河流域主雨带南北
摆动，降雨过程多、持续时间长、雨区
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局地暴雨洪涝
灾害较为严重，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淮
河流域洪水。今年我省淮河流域暴雨
为什么这么强？有哪些特征？7月25
日，我们就此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

淮河流域暴雨洪涝
过程成因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中心
研究员丁一汇说，2019年秋季开始了
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同时，北印
度洋海温异常偏暖，导致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简称“副高”）显著偏强，副

高引导的水汽向长江中
下游地区输送明显偏强；

南海夏季风爆发后，来自印度洋的西
南季风水汽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输
送也较强，使得今年向长江中下游水
汽输送较往年偏强。

“中高纬度经向环流发展、冷涡活
跃，冷空气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偏
强。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交汇，致使
梅雨锋偏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明显
偏多。与此同时，由于西北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偏强，抑制了西北太平洋上空
的大气对流运动，不利于台风的生
成。”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正研级高
工牛淑贞说，这也是造成河南在6月8
日前全省干旱，之后旱涝急转的原因。

副高南北摆动，我国主雨带也随
之南北摆动，致使位于河南南部的信
阳市和安徽等地的淮河流域自6月底
以来强降水不断，特别是7月 11日至
13日和 17日至 19日，受副高边缘西
南暖湿气流、江淮切变线的影响，出
现了两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导致淮
河流域洪水发生，信阳市的固始、商

城一带水位超警。
7 月 21 日至 22 日，受

副高加强和切变线北抬影

响，北方高空槽东移，在黄淮地区形
成低涡切变线，我省黄淮之间出现大
范围强降水过程，量级达暴雨，其中
平顶山、漯河、驻马店、周口 4市出现
局地特大暴雨。

淮河流域暴雨洪涝
过程有什么特征

据统计，6月以来，我省淮河流域
共有8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7次强
降水中心位于信阳地区。6月 8日以
来，流域平均降水日数22天，较常年偏
多6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多。

入汛以来，信阳大部累计降水量
超过 800mm，已超过汛期（6 月至 8
月）的常年值；信阳、新县、商城、潢
川、固始、罗山和光山7地累计降水量
突破其建站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此
外，5月 10日至 6月 8日，我省淮河流
域无明显降水，高温天气频发，雨少
温高导致气象干旱严重。6月 8日以
后，淮河流域出现多次强降水过程，
信阳地区多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
位，发生旱涝急转，信阳大部洪涝灾
害严重，白露河、史灌河超保证水位，

王家坝时隔13年开闸泄洪。
“本次淮河流域暴雨洪涝过程呈

现降水持续时间长、雨区重叠度高，降
水极端性强、多地雨量破纪录，汛期旱
涝急转、局地洪涝灾害重三大特点。”
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工朱业玉说。

汛期气象部门
出了哪些硬招

面对异常严峻的防汛形势，全省3
个国家级卫星地面站、3个高空气象探
测站、9部新一代天气雷达、1部应急
监测指挥车、2605 个地面气象观测
站，迅速发挥立体化气象灾害精密监
测网络优势，地面雨情每 10 分钟更
新 1次，雷达组网拼图 6分钟 1次，遥
感监测30分钟扫描1次，现场更是做
到分钟级监测，对暴雨影响区域及其
上下游开展全方位的不间断监视，为
雨情变化提供翔实、可靠的研判依据。

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处长郑
世林介绍，在应急响应期间，我省共
发布预警信息 508条，其中暴雨预警
335次，接收人次 1000余万人，直达
各级应急责任人。③8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任志军

受连日强降水影响，近日，信阳
多地发生城乡内涝。危急关头，我省
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力量，第
一时间投入抗洪。安徽多地汛情告
急后，我省消防救援队伍再次部署抗
洪力量，一道道命令火速下达，一支
支队伍星夜兼程、千里驰援。

截至目前，我省奋战在抗洪救援
一线的 110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在豫
皖两省已营救疏散群众近万人。

在固始县，有些地方洪水流势
较大，已然分不清哪里是道路，哪里
是农田。消防救援人员毫不畏惧，
与时间赛跑，与洪水抢命，挨家挨户
搜救，抱出孩子、背起老人、抬送腿
脚不便群众，纵使双脚被洪水泡得
起皱发白，手上磨出血泡，还是一次
又一次将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转移至
安全地带。

队伍打硬仗，党员当先锋。在抗
洪抢险一线，每到危急关头，总有共
产党员挺身而出：第一个跳下水的是
党员，任务最重的是党员，出现在最

危险地方的也是党员。
7月 18日 20 时 30 分，周口市消

防救援支队在黎集镇四湖村的救援
过程中，一户独居老人认为洪水还没
有淹到屋内，加上行动不便，不愿离
家转移。见此情形，仅一年党龄的消
防员杨立志耐心地劝说老人：“大爷，
咱们去那边吧，那边安全，您不用担
心生活，我们都是您的亲人……”

本不愿撤离的老人听到这句话，
抹着眼泪同意转移。杨立志背起老
人，蹚过齐腰深的洪水，将老人背至
水陆两栖消防车，转移到安全地带。

7月 21日 13时左右，安徽六安市
裕安盛平村镇银行固镇支行几名工
作人员，找到正在搜救被困群众的开
封消防抗洪抢险突击队指导员朱海
涛：“我们银行被淹，保险箱里有 300
多万元现金和几箱重要票据没办法
弄出来，帮帮忙吧。”

“突击队，跟我上！”朱海涛立刻
带领三人组成突击小组，在三名银行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火速赶往现场。
当天雨急、浪大、水深，几人乘坐橡皮
艇艰难前行。赶到银行门口时看到，

一楼已被淹没大半。按照银行工作
人员的指引，朱海涛带着两名队员跳
入水中，用双脚一点点试探前进，他
们先后抢出300多万现金和八箱重要
票据。

截至 7 月 23 日 10 时，泄洪仍在
继续，由安徽阜阳曹集镇通往中岗镇
的必经之路被彻底淹没，不远处还未
竣工的大桥成了瞭望台，河南消防救
援人员手拿望远镜四处搜寻远处的
求救信号。临时搭建的指挥帐篷前，
消防救援人员正在等待接应运送老
乡的冲锋舟。

“同志，洪水还没退，你们不会走
吧？”“乡亲们请放心，洪水不退，我们
不退！”

援皖抗洪，我们彼此温暖。郑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结束安徽六安的抗
洪救援任务后，当地群众自发列队欢
送来自河南的“火焰蓝”，这一刻的画
面让所有人心里都暖暖的。

如今，救援仍在继续，感动场面
时时在发生。期待洪水中最美的“逆
行者”——我省消防救援人员早日战
胜洪魔胜利归来。③6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洪水中逆行的“火焰蓝” 本周我省有
三次降水过程

气象专家解读

今年我省淮河流域暴雨咋恁强

7月 26日，南阳蓝天救援队队员冒雨在白河二坝水域举行防洪防汛实战应急演练。7月以来，防洪防汛进入关键期，该救援队成立“防汛抢险突击队”，实
行24小时积极备勤，随时准备参与抗洪抢险工作。⑨6 高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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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丁 宋晓东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是百姓之
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和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民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新华社记
者近日在多地粮食主产区看到，稻菽飘
香丰收在望，农业生产有序推进。特殊
之年，经历疫情考验，面临多重挑战，我
国依然牢牢地稳住农业基本盘，以科技
为引领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正扛起强农
兴农重任，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底气。

稻菽飘香望丰收
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
村的农田里，一排排玉米站得笔直，长
到了齐胸高。80 岁的村民时文俊吃
过午饭，习惯地坐在田埂旁，看着玉米
铆着劲地往上蹿，喜滋滋地说：“长得
真不赖，又是个大丰收。”

小暑过、金蝉鸣，从春到夏、从南
到北，记者在粮食产区看到一派繁忙
景象，开始描摹着金秋丰收的希望。

走进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成片绿油油的水稻长
出了高高的个头。这里是好味稻水稻
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合作社理事
长李相德说，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超过4
万亩，现在长势良好，估计又是一个丰
收年。在安徽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2600亩水稻，还没成熟
就已经被订购。合作社理事长平东林
说，预计亩产在 1300斤左右，顺利完
成预期目标。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无人机在空
中作业，和田间劳作的人们相互映衬，
俨然一幅优美的“现代农桑图”。在北
方的水稻种植大县河北滦南，21.9 万
亩水稻长势良好。滦南县柏各庄镇百
祥谷物种植合作社工作人员周浩田
说：“现在正处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期，
每天公司都要出动十几架无人机进行
助农作业，确保夺取大丰收。”

黑土地上铺开着绿色的希望。在
黑龙江绥滨县绥滨镇敖来村，村民赵
静正在地里忙着“拌肥”。入夏以来雨
水增多，水稻进入生长旺盛时期，也是
管护的关键时期。赵静说：“今年水稻
长得相当不错，我们精心伺候，收成肯
定差不了。”

田间生长的是希望，粮仓充盈的
是喜悦。

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今年
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夏粮总产量达 2856 亿斤，比 2019 年
增加了 24.2 亿斤，增长 0.9%，全国夏
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夏
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打了一
场漂亮仗，格外振奋人心，我们对全年
粮食丰收更有信心。”

克服不利因素
稳住农业基本盘

仓廪殷实不仅关系着国人的口粮、
饭碗，也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在河南柘城县袁庄村高标准农
田，阡陌纵横、路通渠连，坐在路边轿
车里，看着农田，种粮大户张百深感叹
着自己的“小幸运”：小麦亩产超过
1000 斤，西瓜和辣椒长得也不赖，到
年底一亩地平均能赚到六七千元，这
个数年初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今年经历了
不同一般的风险和挑战。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总农艺师王俊忠说，今年春耕
春管期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刚刚迈
过倒春寒、病虫害几个坎，一些地区又
出现了旱情。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不
利的环境，今年河南夏粮生产再次迎
来丰收：夏粮总产量750.75亿斤，比历

史同期最高水平增产1.67亿斤。
克服不利影响，农业稳产、农民增

收，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抗风
险能力的全面提升。

疫情期间，河南将化肥、农药和种
子等 257家涉农企业纳入重点保供目
录，确保春耕农资“不断链”。江苏兴
起“云春耕”，往年坐在田间地头和农
民聊农事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朱新
开，开了“网络直播”，实时在线为农民
群众答疑解惑，指导生产。应对灾害
天气，山西建立直通式气象服务，全省
4000 家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能第一时
间接收预报、预警和预防信息……

稳定粮食生产，秋粮是大头。全
国各地保障秋粮生产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中。

在四川青神县，一场“虫口夺粮保
卫战”正在打响。草地贪夜蛾刚一冒
头，植保人员就指导农民通过信诱、食
诱等方法进行捕捉。在河南西平县，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学林来到农
田，给村民讲解玉米“大喇叭口期”如
何追氮肥，怎么保证穗大、粒多、粒重。

在黑龙江绥滨县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区内，1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开
始水稻稻瘟病防控作业演练。绥滨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安百智
说，目前已经进入预防水稻穗颈瘟的
关键时期，园区内全部采用植保无人
机和直升机作业，药剂采用生物农药，
5万亩水稻3天内就能完成应急防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院长张新友说，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这个基本盘，秋粮生
产到了关键期，更要做好各种风险应
对准备，更好保障农业生产。

现代科技显身手
新生产方式添底气

生菜、空心菜养分不足需要施肥，
西红柿光照太强需要遮阳，草莓区空
气湿度不够需要补水……坐在办公
室、喝着咖啡，南京科沃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苗珍轻点了几下手机，20
多公里外的大棚被“唤醒”，遮阳帘缓
缓下降，泵房里面的营养液搅动起来，
草莓四周弥漫起水雾……

放眼全国，农业生产在悄然改变，
“镐锄镰犁”逐渐退场，智能化的“金戈
铁马”走进农田，农业生产越来越有

“科技范儿”。
在河南临颍县，5G技术走进了农

田。7000亩的 5G智慧数字农业种植
区里，植入了5G智能土壤传感器和气
象检测仪等设备，全天候物联网土地
墒情检测、智能水肥药一体化灌溉，可
节省化肥农药30%、节水50%、节省人
工50%以上，亩均效益提升超过15%。

“提起农业机械，要是还说收割
机、拖拉机可就‘过时’了，对于我们来
说，卫星才是新农机。”山东齐力新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朝刚说。李朝
刚拿出手机，登录“山东粮丰田间智慧
管理平台”，500亩农田的养分数据、
长势、产量预估一览无余。公司搭载
北斗卫星的无人植保车，作业误差可
缩小至厘米级。气象卫星提供的精准
数据，还能准确预报局地“小气候”，为
农业生产趋利避害提供指导。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
业生产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效率、效益
却大幅提升。

在河南滑县的“农管家”服务平台
上，农民可以手机“下单”，足不出户就
能请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完成除草、
打药、浇水等田间管理。“现代农民脚
不沾泥、手不碰水，坐在家里就能迎丰
收，这就是农业科技的魅力。”滑县白
道口镇种粮大户黄国兴说。

浓浓的“科技范儿”改变着农业，
也注入了发展的活力。“三农”越向好，
发展布局越主动。越挑越稳的农业现
代化“金扁担”，不仅挑来幸福生活，也
挑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希望。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食为政首
——稳住农业基本盘增添发展底气

□赵同增 屈会超

成为河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河
南师大”）一名大学生，感觉如何？

“课堂收获良多，课外有声有色，我
在这里成长得充实又快乐！”法学院
2019级学生朱安娜简单的话语，说出
了诸多河南师大学子的心声。

快乐成长，快乐成才。近年来，河
南师大学子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等国际、国内竞赛中获得
省部级以上奖励1000余项，在教育部
主办的“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
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选手获奖比
例居全国第一名，并获得第七届大赛唯
一最高奖——创新奖。

选择河南师大，成长又成才，青春
绽放如花。

因材施教
为学生的课堂“加点料”
河南师大化学化工学院 2017 级

有个班级特别“牛”：1名同学荣获第
三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原理大赛中南赛
区二等奖；3名同学荣获第一届全国
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竞赛二等
奖；在全国第五届“互联网+”大赛
中，2名同学荣获省级金奖，3名同学
获得省级二等奖；“创青春”大赛中，2
名同学荣获挑战杯省级铜奖……他
们都来自“俊甫计划”拔尖人才实验
班！

青年学子对知识的渴求，就像
树木对雨露的渴求。如何满足大学
生的求知欲，让他们变得更出色出
彩？

根据大学生的兴趣与意向，按照
自愿报名、能进能出的原则，河南师大
很多院系立足学科实际、结合专业特

点，分类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积极
打造适合学生成长成才的人才培养模
式，成立学术型实验班、卓越教师班、创
新创业班等，因材施教，给大学生拓宽
了成长空间，同时以点带面，激励和带
动其他学生向卓越学生看齐，营造了良
好的育人氛围。

校团委将“未来学院”的培养目标
拓展为“培养未来‘政治家、教育家、科
学家、企业家’”，形成了“青马工程班”

“未来名师班”和“创新创业英才班”等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物
理学院创新型人才实验班、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拔尖人才
培养实验班、音乐舞蹈学院“希望之音”
青年加油站等人才培养工作进展顺利、
效果显著。

第二课堂
寓教于乐有趣又有益
河南师大大学生基本技能大赛于

1994年开始举办，一年一举办、一年一
主题，包括毛笔、钢笔、粉笔“三笔字”大
赛和中英双语演讲比赛及PPT制作大
赛等内容，比赛形式丰富，内容紧扣时
代脉搏，迄今已影响了数十万大学生，
在2012年被评为河南省教育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品牌项目。

“阅享经典，书香师大”读书活动、
民族团结特色活动、第十一届法律文化
节等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扩大学
生的参与面与融合度，为学生个性发展
需求搭建平台，全年“好戏”不断，并贯
穿大学生的整个大学生涯。

河南师大还专门设立了第二课堂管
理服务中心，负责全校“第二课堂成绩
单”网络管理系统的运行。选用“到梦空
间”管理系统，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
情况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活动的发起、
签到、参与、学时的认定和发放、根据活
动记录生成第二课堂成绩单等操作。

截至目前，河南师大本科生激活人
数已达 3万余人，累计发布活动 9355
个，活动参与人数总计超过72.53万人
次。活动发布数量稳居河南省前3位，
全国前20位。

校园文化
致敬美好的“芳华”

大学四年，啥最难忘？
动人的歌曲，美妙的旋律，激扬的

青春……每年入学季、毕业季，河南师
大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草地音乐会，上
万名大学生席地而坐，享受音乐和自然
融合，感受大学生活的美好，留下一段
难忘的青春记忆。

汗水与奋斗同频，激情与健康共
振。河南师大持续开展“师大雄风‘三
大球’联赛”“校园健身健美操、啦啦操
大赛”“趣味运动会”“新生篮球赛”“羽毛
球联赛”等活动，积极号召全校青年制
订自己的健康计划，引导同学们走下网
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享受健康生活。

五四主题歌会、“思辩杯”大学生辩
论赛、校园歌手大赛……丰富的“文化
菜单”滋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精神，使
大学教育的内涵更加广博。

河南师大党委书记赵国祥表示，河
南师大将围绕“出精品、树品牌、育英
才”的工作理念，继续着力打造主流文
化活动，重点培育、推出具有师大特色
的校园文化精品项目，努力为大学生烹
制更多更好的“文化大餐”。

选择河南师大 青春绽放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