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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代娟 通讯员 付欢）
9月 1日，新乡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辅导
员郭连心通过新生微信群了解到，来
自周口的新生小左家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奶奶和爸爸有病，妹妹又在上学，
小左思想压力很大。郭连心立即电话
联系小左让他不用顾虑，学校有一系
列保障措施，可确保其通过“绿色通
道”入学，并享受相应特殊困难补助。

自8月30日寄出2020级本科二批
录取通知书后，新乡学院即提前启动包
括“百名辅导员大家访”活动在内的困

难新生认定工作。全校百余名辅导员
通过新生QQ 群、电话、实地走访等形
式，精准落实困难学生家庭实际情况、
成长环境，告知学生在校受资助情况，
确保特困供养、城乡低保、建档立卡以
及家庭遭遇突发性事件导致家庭生活
困难的新生，一个不漏都能顺利入学。

为确保做到“靶向”资助，该校还
特意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分析
模型，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
根据困难程度对学生分档资助，根据
实际需求分项目资助。该校还因人施

策，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实施导师制，针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深入开展各种形
式的“一对一”帮扶工作，制定个性化
帮扶方案，引导其树立自信自强的品
格和学习科研能力，切实做到扶贫与
扶志相结合，形成“解困—育人—成才
—回馈”良性循环。据悉，该院已连续
6年达到河南省学生资助工作考核优
秀等次，近 5年来受到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金以及学校各类资助的受助
学生中，有 1669 人考取硕士研究生，
52人参加西部计划。

“高等教育是教育脱贫的‘最后一
公里’，也是提升困难家庭学生的综合
素质、阻断代际贫困的关键环节。”新
乡学院党委书记尚宝平表示，今年是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年份，也是
国家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精准识别困难学生，保障每名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是学校的应尽责任。该
校将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相关惠民举
措, 努力做到对所有困难新生帮扶全
覆盖，不让一名学子因贫而影响学业，
以实际行动助力教育脱贫。③4

□本报记者 龚砚庆 胡舒彤

“险工后面是大堤，大堤后面就
是整座开封城！”

8月 28日，在黄河开封段柳园口
险工见到张飞时，晒得黑黝黝的他指
着身后的黄河险工说。

张飞，开封黄河第一河务局一名
修防工，2005 年从部队转业到河务
局从事文职工作。

河务局不就是在大堤上推土方、
抬石头、看水大水小吗？有啥前途？
面对朋友们的不理解，这位出身治黄
世家的憨厚汉子默默一笑，并没有做
太多的解释。

张飞的姥爷、大舅、母亲都是在
黄河大堤上工作的，到张飞已经是第
三代治黄人了。

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张飞，心里一
直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留在黄河
边，像父辈一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参加工作不久，张飞就放弃在
机关“坐办公室”，去了巡护一线做
修防工。防汛值班、河势查勘、险情
抢护……一年365天，他吹的是最大
的风，晒的是最毒的太阳。

每年的七八月份黄河进入汛
期。这是张飞他们最忙的时候，加紧
巡坝查险，及时抢护险情，确保黄河
大堤万无一失。

今年 7月 9日 8时，巡坝查险人
员发现黑岗口下延控导工程 8号坝
有险情，迅速组织人员抢护。

7 月 9 日 16 时，迎水面坦石坍
塌；7月 10 日 11 时 30 分，险情得到
有效控制，并恢复工程原貌。

从发现险情到处理完毕，只用了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黄河可以有险
情，但要尽量避免出现灾情。”张飞说。

一晃 15年过去了，当年“坐办公
室”的白皙青年经历岁月打磨，变成
了守护黄河安澜的粗犷汉子。

汽车从黄河大堤飞驰而过，张飞
骄傲地说：“这路是我们修的，旁边的
树也是我们种的。看着大堤一天天
变好，当初放弃机关工作的‘铁饭
碗’，值！”

张飞对黄河的这种“痴情”，多半
是受了大舅闫庆彦的影响。

闫庆彦，早年在开封钢厂当团

委书记。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钢厂工人是许
多人羡慕的职业，可听惯黄
河涛声和船工号子的闫庆
彦还是决定到黄河上去，“黄河边
的人哪有离开黄河的道理？”闫庆
彦说。

1978 年，闫庆彦调到治黄工作
队。1982 年汛期时，黄河流量最高
达到每秒 15300立方米，滩区进水，
河槽全满，大堤之内一片汪洋。闫庆
彦就跟工友们一起守护大堤长达一
个多月，洪水不退人不还。

后来闫庆彦去了黑岗口引黄闸，
再后来又去了开封第一河务局，直到
退休，他都没有离开过黄河。

闫庆彦说，从小就听黄河的故
事，看黄河上的人，对黄河有一种难
以割舍的深情。而这份深情里，更多
饱含着对父亲一生治黄的敬佩。

闫庆彦的父亲闫家桂，作为第一
代治黄人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
治黄事业。生于黄河边、长于黄河边
的闫家桂多次目睹过黄河洪水泛滥
冲毁家园的场景，早早下定决心，要
将自己的一生与守护黄河命运交织
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闫家桂就随军
队“南征北战”，抢修大堤。

1958年，闫家桂及所属黄河抢险
队负责的千米大堤塌了三分之二，他
和抢险队员们在大堤上连干79天，终
于将大堤修整完好。周恩来同志赶
到现场慰问，这件事让闫家桂骄傲了
一辈子。

每每谈及父亲的事迹，闫庆彦老
人感慨万千、老泪纵横，“父亲临终时
叮嘱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
守好黄河，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父亲的嘱托深深地烙在了闫庆
彦的心里，参加工作后他坚决踏上了
治理黄河的征途，誓言要用自己的毕
生精力守护好黄河，并将治黄接力棒
一代一代往下传。

“那时抢护险情，全靠人工。一
人发一个帆布围裙和一副手套，大家
就搬石头往河里扔。”闫庆彦说，现在
条件好多了，一台挖掘机就顶得上过
去100多号人呢。

“条件虽然好了，但是肩上的责

任 却 越 来
越重了。”
张 飞 的 母
亲闫庆丽经
常这样告诫
儿子。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并在郑
州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强调要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加强生态保护治理、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
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是时代赋予新
一代治黄人的使命和担当。

位于开封黑岗口险工的河
势观测台，3月份之前还脏乱差，
如今游客不断，广场上“福桐”根
深叶茂、巍然矗立；黄河大堤，沿
岸生态廊道青翠满眼。

采访结束时，张飞说，儿子今年
12岁，跟他聊得最多的还是跟黄河
有关的事情。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
来也能上大堤，继续守护黄河。

张飞祖父三辈如那黄河岸边的
镇河铁犀一样，守护黄河安澜，这一
守就是近 70载。如果说，一代人从
事黄河治理是偶然，两代人将其作为
职业选择是一种机缘，可三代人接力
在黄河大堤上，那就是一种真挚的感
情，一份对人民治黄事业的忠诚。

滚滚流淌的黄河见证着岁月的
沧桑，一代代治黄人用执着和智慧
守 护 着 她 ，人 与 河 的 故 事 还 在 继
续。③9

新乡学院启动百名辅导员大家访活动

开学季一个贫困生都不能少

三代“活铁犀”一家治黄人
争做 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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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9月 3日，巡检机器人在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豫南换流变电站内巡检。针对特高压变电
站规模大、设备种类多的特点，该电站实现基于5G网络的全方位巡视覆盖，配置适用5G网络的巡检机器人、无
人机及高清视频监控设备，提升巡检监视设备的感知能力，确保特高压工程安全平稳运行。⑨3

左图 5G巡检机器人在变电站内巡检 上图 巡检无人机在变电站外巡线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作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获批的第一批线
下举办的全国性展会，今年中国农加工投洽会别具
意义。9月 5日，记者提前走进本届大会主会场、分
会场及宾馆进行了实地探馆。

“今年特别增设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并进行了预
演。”会馆中，担任此次大会疫情防控与救治综合协
调工作的负责人陈明法向记者介绍，为做实做好大
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今年5月，大会组委会就先后
制定了第 23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应急处置预案等一系列“硬核措施”，进
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人员分工、防控措施及应急救
治等，三部“方案”共同构成护航大会的“行动宝典”。

参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如何做好人员管理？大
会对确定参会人员提前做好排查，个人信息提前注
册、健康状况核验登记，确保参会者信息可追溯。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参会，而其余省外参会者
在抵达驻马店后，需向组委会提供 7天内核酸检测
证明，没有7天内核酸检测证明的，驻马店市疾控中
心将上门检测，确保外来参会嘉宾全部健康。

此次大会的防疫物资也是“干货”满满。自动红
外测温仪、额温枪稳固“卡”在会场、宾馆出入口，对
进出人员一一测控。消毒器材、消毒剂、手消用品在
会场、宾馆随处可见。此外，今年参会者将按每人一
包发放医用防护口罩。

展会期间，参会嘉宾要过上“两点一线”的生活
了。“封闭式”的管理让参会者往返于会馆与宾馆，不
必要的外出与群体聚会当应免尽免。

会场防控上，大会实行层层把关。利用大数据
系统实时监控在馆人员数量，超过人数临界值将不
能预约进入，进馆即测温、在馆者全程佩戴口罩、会
场座位间隔设定 1米，每场会议结束后都要通风换
气并予以充分消杀。为确保会场“空气新鲜”，会务
人员定时开窗换气，连会场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都
使用了全新风运行。此外，展览场所内，设置的“特
定垃圾桶”用于收纳废弃口罩等有害垃圾，并派专人
密闭清运，日产日清。

会场严密，住宿餐饮同样细心备至。今年参会
代表实行单人单间，住所全部予以日清日消杀。据
了解，大会组委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预订
的每家酒店均配备包括医生、护士在内的 5名疾控
人员。同时，餐食上指定了安全的服务商，安排与会
嘉宾错峰就餐，就餐时同向、间隔就座，做到一餐一
清与一消。

与此同时，大会组委会未雨绸缪，提前进行了演
练。今年会场及嘉宾下榻酒店均设置了相对封闭的
应急区域，一旦出现发热病人或其他重大传染病病
人，大会服务人员将及时报备并第一时间将疑似症
状人员隔离，并由外场“全副武装”的特定负压救护车及时将其转运救护，予以
筛查或治疗，进行全程跟踪统计。

为备战此次盛会，今年驻马店市疾控中心对会务组、宾馆、公交公司管理
保障人员等开展多次传染病防控与预防性消毒技术培训，让涉及大会的各条

“战线”服务人员更加从容不迫。
“开门办盛会，确保参会人员安全健康是首要任务。作为此次大会有力的

后方‘堡垒’，我们将全力护航大会，确保大会安全运行、圆满成功！”大会疫情
防控指挥部有关负责人对此信心百倍。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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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薛迎辉）
9 月 5日下午，第二十三届中国农产
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前夕，
副省长武国定在驻马店会见了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机构副代表
玛哈·艾哈迈德、孟加拉国驻华大使
馆特命全权大使马赫布·乌兹·扎曼
等在华境外重要嘉宾。

武国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嘉宾的
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河南是重要的
农业大省和经济大省，去年GDP达5.4
万亿元，稳居中西部省份第一。中国

农加工投洽会在驻马店已成功举办22
届，特别是中国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的建立，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
密切了河南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联
系。他表示，希望各国嘉宾以本届大
会为契机，深化交流、洽谈合作、寻求商
机，不断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
展，并再次欢迎大家到河南走走看看。

玛哈·艾哈迈德代表嘉宾表示，很
高兴来到河南参观学习，希望通过投洽
会这个平台，与河南一起分享农业技术、
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③4

不断推动农产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

■关注第23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

（上接第一版）这一切的背后，来源于
驻马店越扛越稳的产粮重任，彰显了
驻马店现代农业发展的底子更实、成
色更足。

今年以来，驻马店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农业生产，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在守好“粮袋子”、让国人吃上更
多优质“天中粮”的同时，持续发力

“菜篮子”“肉架子”，源源不断供应全
国市场。特别是紧抓去年全国畜牧
业工作会议在驻马店召开的机遇，依
托全国第一个肉牛品牌夏南牛诞生
地、中部最大的生态羊育肥基地、全
省第一生猪生产大市，以及伊利集
团、君乐宝、花花牛等龙头企业落户，
打造中原奶都，深入开展生态畜牧业
建设，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市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有
5030家，带动全市生猪年出栏量1200
万头以上，常年外调生猪 600万头以
上。全市肉类和蛋类总产量分别居全
省第一位和第二位，9个县均为全国畜
牧大县，畜牧业总产值270亿元。

“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因农而
旺。”在市长朱是西看来，驻马店之所
以能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探索不止、深耕细作，推动中国农
加工投洽会从一个“马路市场”成为

“5A”级展会，追根溯源，就是牢牢抓
住了粮食生产这个核心竞争力。

如何解开“粮满仓、吃不完”的烦

恼，破解农业“大而不强”的困扰，加
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这是驻马店
作为农业大市不可回避而且必须答
好的一道命题。

为此，驻马店近年来持续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三链同构”
这片沃土上深耕不息，重点打造粮食、
油料、肉奶精深加工三大优势产业集
群，调味品和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集
群，饮料制造和休闲食品制造两大高
成长性产业集群，带动农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探索出一条由农业大市迈
向农业强市的高质量“蝶变”之路。

正阳花生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
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西平
县优质小麦成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
的优质小麦区域公用品牌……依靠
品牌引领，大幅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
水平，驻马店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的
脚步愈走愈快。

大力培育农产品质量安全品牌，
加快农村电商发展，让农民搭上“互联
网快车”，在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找
到致富的路径。目前，驻马店全市
95%以上的特色农产品实现线上平台
展示销售，网络销售额突破16亿元。

“我们将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推进农业区域化、标准
化、规模化、产业化、绿色化、品牌化
发展，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
向转变，推进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
市转变。”放眼未来，市委书记陈星信
心满怀。③4

驻马店 从“中原粮仓”迈向“食品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