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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常常与学生近距离
接触，亲和力强。身体素质
好，精力充沛，有更多的时间
管理班级和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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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最近，在许昌市政府相关领导见
证下，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牵手”一个大客户：与中铁物
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令人意外的是，签约仪式结束后，
没有推杯换盏的庆功宴，只有双方企
业负责人在许昌市区一家小店喝羊肉
汤。

“双方企业来回沟通好多次，对方
企业负责人从北京来公司洽谈，许昌
市和魏都区相关领导出面为我们‘站
台’。”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交科”）总经理
张培介绍，“但合作成功后，政府部门
领导就‘功成身退’，纷纷婉拒企业的

‘感谢饭’。”
民营经济是支撑许昌经济发展的

“顶梁柱”，对于民营企业“成长中的烦

恼”，许昌市各级政府用真心、下真劲，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纪检监察机关列
出正负面清单，引导、监督政商交往

“亲而有度、清而有为”——
现场办公推进度。万里交科建设

智能制造产业园时，许昌市工信局和魏
都区有关部门派专人到工地现场办
公。“占地168亩的产业园，从开始建设
到最终投产只用了 10个月，企业节约
了时间，抢占了市场先机。”张培说。有
感于良好的营商环境，万里交科把在外
省注册的两个子公司也迁回了许昌。

解决忧虑引“凤凰”。长安大学博
导姚远仕有心接受万里交科抛出的橄
榄枝，但孩子转学问题不好解决，让他

打起了退堂鼓。“围墙内是企业的事，
围墙外是政府的事。”许昌市政府通过

“英才计划”引进姚远仕，并把孩子安
排到理想的学校。姚远仕没了后顾之
忧，领衔万里交科创新研究院，攻克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分包联系销产品。万里交科刚刚
下线的智能化新产品，可以像搭积木
一样快速组装房子，但打开市场有困
难。分包联系万里交科的许昌市纪委
监委负责人主动当起“推销员”，协调
万里交科新产品应用于许昌市供销系
统便民服务站建设，在许昌完成市场

“首秀”，示范推广全国。
“联席办公”除“障碍”。万里交科

一家子公司筹备上市过程中遇到了
“障碍”，张培眉头紧锁时，许昌市纪委
监委派到公司的“首席服务官”王书庆
伸出了援手。王书庆积极协调市发改
委、市工信局和魏都区相关部门负责
人座谈，共同商定解决方案。张培感
慨：“以前企业到处跑着找路子，现在
多个政府部门帮着想办法。”

12月 4日，万里交科生产车间一
派繁忙，一台台混凝土振动搅拌主机
有序下线。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万里交科的订单不降反升，业绩逆
势上扬。许昌市近期公布了“隐形冠
军”培育企业名单，35家企业入选，万
里交科的3家子公司榜上有名。

“‘骄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相关
部门润物细无声的服务。”张培自信地
说，营商环境“绿水青山”，公司发展前
景无限，“隐形冠军”将加速成长为行
业领军。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李善喜

“黄金梨膏和黄金果酒秋冬必备
哦，老铁们！都是以俺种的有机黄金梨
为主要原料精心制作的……”12 月 4
日，走进方城县博望镇王岗村何永健、
张艳夫妇家里，一场直播正在进行中。

结束直播的张艳对记者说：“拉长
产业链条才能应对现在越来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为乡邻们生产的黄金梨开
出一条就地转化增值的新路子！”

告别繁华都市，回到田野乡村，从
大学讲师到黄金梨种植带头人，何永
健、张艳作出亲友无法理解的选择。
毕业后留在西安外事学院任教的何永
健、张艳小两口，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亲
朋好友羡慕不已。然而，2013年暑假
期间，回家探亲的何永健夫妻发现村
里种植的黄金梨由于技术不过关，管
理跟不上，收益很低。他们下定决心
回乡种植黄金梨，带领乡邻们共同致
富奔小康。

回乡后，为了学通弄懂梨园管理
知识，两人没日没夜地“啃”书本，向专
家请教。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们管
理梨园的水平得到了提高。自行研制
的复合肥和熬制的防虫治病的石硫合
剂、波尔多液，让黄金梨不仅高产，而
且优质、无公害。掌握技术的夫妻俩
一方面办起家庭培训班，向梨农们传

授技术，另一方面牵头成立了“时运林
果专业合作社”，吸纳本村和邻村的种
梨户参加，实行统一管理，解决了全村
梨农生产环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那荒芜状态的梨园如今大变
样，亩收入提高三倍多。”贫困户陈永年
家依靠梨园的收入，不但还清了外债，
还建起新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小康户。

为适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对高品
质食品的需要，何永健夫妻在中国农
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专家教授的指
导帮助下，积极为合作社的 800 多亩
梨园争取有机果品认证。2018年，通
过三年的努力，一纸金光灿灿的国际
组织的“有机果品认证书”成了博望黄
金梨走向大市场的“特别通行证”。如

今，他们两口子承担起本村和邻村的
近千亩梨园技术指导任务，用电商手
段不仅把黄金梨推销到全国各地，而
且还远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

2016年，张艳被选为方城县人大
代表，2018年，何永健当选南阳市人大
代表。夫妻俩深感肩上担子更重
了：“乡邻们推选俺们当人大代
表是对俺们寄予的厚望，不能
辜负。一定要让博望的梨农们
腰包更鼓，在小康的路上越
走越远。”③4

又政商关系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2 月 3

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在第五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我省有
4个项目获金奖，10个项目获银奖，
18个项目获铜奖。

大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
办、民政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共同主办。经过全国赛
初评评审，共有 1000 个项目进入终
评评审。在终评阶段，来自全国各地
的 80多名评委监委通过观看路演视
频、线上提问、集中评审打分等方式，
最终评出 150个金奖项目、350个银
奖项目、500个铜奖项目。

其中，我省推荐的“绿风尚”河南
青少年生态环保攻坚志愿服务项目、

关爱自闭症儿童——拥抱星星的孩子
志愿服务项目、为“艾”发声——一群
杏林百灵鸟的青春之歌、“寻路——
传承红色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夺得大赛金奖，“温暖春芽”三
待儿童助梦志愿服务项目等 10个项
目获得银奖，“关爱母亲河，志愿服务
在行动”项目等18个项目获得铜奖。

据悉，自今年 8 月以来，团省委
联合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省生态环
境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残
疾人联合会共同主办了本届大赛河
南赛区选拔赛，吸引全省13类 323个
志愿服务项目参赛，79个志愿服务项
目入围省级决赛。最后 30余个志愿
服务项目脱颖而出，代表河南参加全
国大赛，并获得好成绩。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12 月 4
日，2020 年河南省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大赛总决赛在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落幕，46所高校近300名师生现场
观摩比赛。

通过层层选拔，全省 33 所高校
的 50名选手同台竞技、激烈角逐。
决 赛 现 场 精 彩 不 断 ，克 服 自 身 困
难、自立自强朝着盲人医疗按摩师
职业而努力的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陈志，选择西部、扎根边疆、在基层
绽放梦想之花的郑州电力高等专
科学校魏钊等选手，都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

最终，河南大学白熙智等 20 名
大学生荣获河南省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之星·金奖，河南城建学院郑珊
珊等 30名大学生荣获银奖；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郑州大学等 15所高校
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自 9月份启动以来，吸
引了全省120多所高校5万多名大学
生参与，采取线下比赛与线上直播方
式同步进行，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
服务中心微信、抖音等多个网络直播
平台，访问量累计突破 200万人次，
为全省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就业
指导公开课。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魏
浩）河南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吸引了新
鸟种前来。12月 4日，记者从河南丹
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近日，
在日常监测中，保护区工作人员偶然
拍到了一种鸟，经鉴定为栗耳凤鹛。
它不但是保护区发现的新鸟种，也被
确认为河南省的鸟类新记录物种。

“当时有十余只栗耳凤鹛在树林
中觅食。”该保护区科研科工作人员
邓天鹏介绍，栗耳凤鹛上体灰色，下
体白色，栗色的脸颊延伸至后颈部。

栗耳凤鹛常结群活动于海拔
400 米至 2200 米的森林中，在我国
一般分布于南方，在国外见于印度东
北部和东南亚国家，在河南为首次发
现。

在近日的监测中，科研人员还记
录到白腰文鸟这一保护区新鸟种，使
得保护区鸟种数达到 402 种。近两
年，该保护区加大监测力度，一批保
护区新鸟种被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河
南丹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鸟
类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③8

骄人成绩背后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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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短新闻大赛

扔掉“金饭碗”变身“梨博士”

大学讲师夫妻助农奔小康

4金 10银 18铜

河南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在全国赛上获奖

是激烈比赛 更是精彩课堂

河南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落幕

栗耳凤鹛！丹江湿地发现新鸟种

本 报 讯（记
者 任国战 河南
报 业 全 媒 体 记
者 张遂旺）“在

我们学校，体育老师
当班主任，不是时髦
是时尚。”日前，全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安阳市第八中学校
长张玉柱笑着对记

者说，“我们学校有 17位体育老师，有
14位都当过班主任，担任时间最长的
有26年。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挺好！”

这个学校让体育老师当班主任，
起初也是被“逼上梁山”。20多年前，
有位班主任因故请长假，学校只好让
一位体育老师来担当。当时也遇到了

巨大阻力，学生家长质疑，个别老师也
有不同声音。体育老师自己也担忧，
生怕当班主任没有经验，误人子弟。

“开始担任班主任时，我也真不知
怎样管理这些孩子。”12月 4日，谈及
当班主任的初体验，作为体育老师的师
文科实话实说，“为尽快进入角色，我主
动拜有经验的班主任为师，与学生交朋
友，倾听他们的心声，班级管理起来有
条不紊，学生学习成绩也不俗。”

“让许多人没想到，这块‘试验田’
长势良好，也让不少人摘掉了‘有色眼
镜’。”张玉柱说，“从此，我们学校体育
老师担任班主任一发不可收，接二连
三成了常态。”

在谈到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的优
势时，该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李旌

旗坦言：“体育老师上自己的专业课，常
常与学生近距离接触，亲和力强，善于
发挥团队精神。身体素质好，精力充
沛，有更多的时间管理班级和与学生交
流。同时，他们还能防止学生偏科。”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学生不但成

绩未下滑，身体素质也大幅提升。如
今是清华大学学生的张羽童回忆说：

“我们班主任是位体育老师，他有充足
的时间管理班级，随堂听课，检查作
业，批改日记，与学生促膝谈心。我们
班不但体育好，文化课也相当出色。”

一位姓刘的家长起初对体育老师
当班主任不理解，当看到孩子长足进
步后，颇有感触地说：“很幸运，孩子能
遇到这么认真负责的体育老师当班主
任，一生受益。”

目前，这所学校有教师 326名，现
有8名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其中，体
育老师朱永忠还成为河南省名班主任
工作室的主持人。

这所学校让体育老师担任班主任
成常态，最近还引来安阳市不少学校
前来取经。③6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挺好”

12月5日，栾川老君山景区雪后放晴，云海雪山美如画卷。极目远眺，蓝天、白雪、金殿、雾凇、云海、晚霞梦幻缥缈，蔚为壮观。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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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大力推进国土绿化提
速行动，加快河湖生态廊道建设，深
化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今
年全市完成造林 19.27 万亩，占省下
达造林任务的 177%，目前全市林业
产值达 55亿元以上；全面实施全域
水系规划，统筹推进“四水同治”，实
施湛河治理，去年水污染攻坚工作获
得全省第一的成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十三五”
期间，平顶山市生产总值突破 2000
亿元大关，2019 年总量完成 2372.6
亿元，是 2015 年的 1.43 倍，四年平
均 增 长 7.7%；人 均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47201元，是 2015年的 1.41倍；省辖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由
2016 年的全省第 16位跃居第 8位，
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迎来了临门一跃、圆梦出彩的关键
节点。

放眼鹰城大地，生态循环农业平
添了山川的绿色，废弃矿山变成了

“绿色银行”，千亿级中国尼龙城强势
崛起，实现绿色转身的平顶山，正扛
起“建设全国转型发展示范市、争当
中原出彩样板区”的时代使命，朝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定迈
进。③4

平顶山:转型示范 圆梦出彩

栗耳凤鹛⑨3 杜卿 摄

20多年来

安阳八中体育老师一直很时尚

制图/周鸿斌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苏
磊）12月 5日至 6日，2020年全国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中国建设杯”
第三届全国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
赛装配式建筑施工员赛项（学生组）
全国总决赛在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来自全国本科、高职、中职
共 159 所建设类院校的 159 支代表
队、403名学生同台竞技。

该项比赛是人社部 2020年全国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73项二类职业技
能竞赛之一。赛项竞技包含构建深化

设计和构件制作与安装两项，重点考
察学生装配式建筑实操技能水平，增
强学生整体创新及改造能力。河南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选手王蜜蜂、张文波、
张泓涛获得构建深化设计一等奖和构
件制作与安装一等奖的好成绩。

据悉，本次大赛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人事司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
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
办，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博
奥网络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③4

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我省学生喜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