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孙双涵 杨振辉

“夏日炎炎有你超甜，滔河杏李
让你嘴馋。绿皮红肉惹人爱，美味
多汁有营养，酸甜可口汁水多，看着
嘴馋心里痒……”7月 14日，在淅川
县滔河乡万亩杏李基地，一场特殊
的“考试”在绿水青山间展开，乡里
的 19 名青年干部正卖力地推介着
杏李。

滔河乡位于丹江口水库的西
岸。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
重点乡镇之一，该乡立足自身自然优
势，发展8000余亩杏李、2000余亩核
桃。目前，均已进入挂果期，林果销
售供不应求。

“我们通过举办‘青年干部杏
李产业知识大比武’活动，将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
的实际行动，更好服务杏李盛果期
的 到 来 ，让 林 果 增 产 ，让 果 农 增
收。”活动现场，滔河乡党委书记张
本贵介绍。

“我们这杏李施的是有机肥，浇
的是山泉水，全程不用农药和化肥，
所以长出来的杏李色泽艳丽、风味
独特、口感清脆甘甜……”听着选手

们的介绍，品鉴的专家评委频频点
头。

“杏李为啥要尽量在降雨前采
摘？”随着一个个问题的抛出，选手
们争先恐后抢答。“为了避免吸水过
多造成果实细胞液浓度降低，也就
是糖分被稀释了，会造成口感不
甜。”8号选手杨冰的回答得到专家
们的认可。

在活动现场，果农当考官，专家
做裁判，通过知识抢答、杏李品鉴、
现场推介、果农提问等“比武”形式，
结合各位选手的参与程度和销售业
绩，最终评选出“杏李种植技术能
手”“杏李销售能手”等优秀乡干部。

近年来，滔河乡立足独特区位，
借助丹江与滔河丰富水文资源，围
绕稻鱼共生、莲虾混养、迷迭香、杏
李等特色产业，着力打造集休闲观
光和采摘于一体的生态示范基地，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长远
增收。“为了铆足产业发展后劲，我
们培养了一批干得了农活、懂得了
技术、卖得了产品的年轻干部。他
们深入田间地头，全程参与产业发
展的每一个环节，和农民群众同心
协力，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张本
贵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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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就医“家门口”疑难重症少发愁
河南五大专业加入区域医疗中心“国家队”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石少华

马和豹子赛跑，谁能赢？马的
耐力好，豹子的速度快，答案就取决
于耐力和速度的比拼。

全国人大代表、宝丰县赵庄镇
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用 12 年
的“奔跑”书写答卷。

7月 13日上午，宝丰县大黄村
文化产业园内，来来往往的“新货
郎”们正挑选着时下热卖的图书和
小商品，演绎着“买全国”到“卖全
国”的神奇。

“瞧，俺书记那矫健的步伐，真
应了他的名字。”图书经销商李晓辉
指着窗外疾步走来的马豹子说。

马豹子，人如其名。在他身上，
马的耐力十足：19岁他就组建了自
己的魔术团，走南闯北“讨生活”，硬
是将 9人小团发展到 200多人。豹
子的敏捷尤甚：当电视网络开始普
及、魔术现场表演不再有吸引力时，
他果断“不卖门票卖商品”，用“魔
术+”的营销模式让当地魔术表演

“起死回生”。
2009年，37岁的马豹子决定放

弃红火的演艺事业，回到家乡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改变村里
的落后面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马豹子道出初心。

大黄村虽然是远近闻名的“魔
术村”，但也是出名的“落后村”。咋
能带领乡亲们致富呢？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马豹子心中
萌生：随着“魔术+”的风靡，大黄村
及周边满载各种小商品的流动魔术
表演车奔走于全国各地。与其分散

从各地进货，为何不打造大黄村自
己的批发市场？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为了建市场，马
豹子一边找人投资，一边带着大伙
干。

经过不懈努力，2012年大黄小
微企业园建成；2013年 10月，建筑
面积 2.7 万平方米的大黄文化产业
园拔地而起，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
发展；农村小商品批发市场、大黄图
书批发市场也应运而生。

市场建起来，没有商户入驻咋
办？魔术团团长李晓辉当年被邀请
回乡发展时顾虑重重。“放心干吧，
赔了是我的，赚了是你的……”马豹
子掏心窝子对他说。

一户、两户、三户……产业园区
从“星星之火”到可以燎原，近 300
家经营小商品、日用百货、床上用品
等企业迅速集聚，年创收 15亿元；
图书批发市场 23家商户与 22家出
版社对接，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年销
售额约 4 亿元。辐射带动周边 3.7
万台面包车、2800 台流动舞台车、
全国各地13万人就业。

“这几年村里变化真大，土房
变成了小别墅，土路变成了柏油
路，四季常绿、花香四溢，比城里还
洋气！”村民姚彬杰一脸自豪。不
仅可以家门口就业，村民年收入也
由过去的 6000 元“飙升”到 3.7 万
元，大黄村更是把“贫穷落后”的帽
子甩得远远，成了远近闻名的“明
星村”。

“带领乡亲们在致富路上，不仅
要跑起来，更要跑在前，这样才对得
起共产党员的称号。”马豹子话语铿
锵。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今年
春节后，获嘉县照镜镇党委接到一
项“棘手”的县城整体规划征迁任
务：征迁沈庄村土地 47亩，其中坟
头就有1100多个。

为做好征迁工作，照镜镇运
用乡镇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由党委抓总，信访联席会议统筹，
网格、人大等相关人员联合上阵，
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做好信访风
险预测研判，不到两个月就圆满
完成任务，涉及的 834 户群众无
一上访。

7月 15日，在获嘉县召开的全
省乡镇（街道）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
制建设现场会上，获嘉县介绍了乡
镇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建设的经
验做法。

近年来，获嘉县借鉴“枫桥经
验”，在全省率先搭建由乡镇一把手
担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各专责小
组、各职能部门派出单位负责人、支

部书记为成员的联席会议平台，构
建了以问题发现、多元化解、共建共
享、督查奖惩“四项机制”为抓手的

“县乡上下及时联动、同级左右一体
联动”的闭环管理模式，让“一家之
事”联起“大家之责”，促进信访矛盾
化解从个案处理向源头治理转变、
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省信访局负责人表示，今年年
底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都要建
立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要充分
赋予乡镇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
调、组织推动、督导奖惩等职权，解
决长期以来乡镇信访工作“有责无
权”的问题，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
付到主动作为、从条块分治向网格
集成、从单向应对向综合施治、从单
打独斗向协防共治转变，把乡镇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建设成为乡镇党委
政府开展信访工作的协调议事机
构，打造成本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的一站式处理平台。③6

□本报记者 董娉 逯彦萃

7 月 15 日，伏羲山下，新密市郊。
窑洞外烈日炎炎，洞内格外凉爽。茶台
边摆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金奖”荣誉证书，见证着窑洞
主人程育财的高超技艺。

此时，他的手机里传出了蹩脚的普
通话。中国腕表协会海外顾问、法国人
阮奕信，正在大洋彼岸与他探讨新款表
盘上的玑镂纹路。为了方便交流，很多
海外客户都像阮奕信一样自学了中文。

不少人对玑镂感到陌生，它却是顶
级名表与珠宝的专属工艺，堪称全球十
大高冷绝技之一。当前全世界能掌握
这门技艺的工匠不超 10人，其中就有
河南人程育财。

程育财与玑镂的缘分，始于 2013
年。一个中世纪俄罗斯胭脂盒上的绝
美花纹，像有魔力一样吸引了他。拥有
这个胭脂盒的古董商人断言，“中国人
造不出来这样的花纹。”

“我能！”当这句豪言壮语脱口而出
时，只有小学学历的程育财连“玑镂”二
字还不认识。凭着对手工技艺的热爱，
他租下了伏羲山脚下的两间窑洞，开始
了潜心钻研。

没有机器，自己造；没有先例可循，
自己琢磨。用了 3年时间，经历了无数

次失败，做“废”了 3台机器，他终于造
出第一台可以使用的玑镂刻花机。如
今，立式玑镂、卧式玑镂、曲面玑镂3台
机器并排在窑洞内，可以同时做工。

玑镂刻花一旦开工，就必须眼盯刻
刀，右手轻敲刻度器，进刀深度只有
0.12毫米，分 4次进刀，左手转动摇柄，
每转390圈，玑镂纹才走一圈。纹路简
单时，完成雕刻需要六七个小时；遇到
复杂的纹路，最长则需要3天。

在 2020年的全国技能大赛上，程
育财代表河南队登上赛场，现场展示玑
镂刻花技艺，瞬间圈粉无数，吸引了3名

评委专家登台“求加好友”。更有东南沿
海的珠宝、腕表企业给出百万年薪、花园
洋房请他“入伙”，他均一一婉拒。

“德国、瑞士的工匠是在精密仪器
的支撑下完成这项技能的，而他连玑镂
机都是自己手工打造的，了不起。”中国
工程建设焊接协会高级顾问张友权毫
不吝啬对程育财的赞美：“这不仅是绝
技，更代表着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面对赞誉，程育财始终保持平静之
心，觉得自己只能算一个“小匠人”。因
为他眼中的“工匠”，不仅要有高超的技
艺，还要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更需要

艺无止境的传承与创新。
一座小院、两间窑洞、三个徒弟、几

台玑镂机，这是程育财视为“珍宝”的家
当。他的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玑镂
雕刻要精准，差不多就是差很多。”③7

工匠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

重要力量。

我国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鼓励

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之路。河南也历来重视对工匠的

培养，不久前，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

见》，提出要树立崇尚技能的价值导向。

作为记者，我们有幸见证了“技能

河南”的发展，深入了解工匠群体。

伏羲山脚下的程育财，让我们印象

最为深刻。学历没有限制他的才华，资

历未能阻挡他的步伐，凭着对手工技艺

的执着与坚守，他在全国技能大赛上摘

得大奖，让世界顶级名表、珠宝爱上“中

国技艺”。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有人评价

他，藏锋无影踪，出鞘势如虹；也有人说

他，能看尽珠光宝气、繁花似锦，却始终

风轻云淡、素心守拙。

这，就是中国工匠精神。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7 月 16 日上
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河南医院建设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
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正式落户
河南。

据了解，北京天坛医院将依托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惠济院区创办河
南医院，规划床位1200张，总投资27.4
亿元，建设工期 3年，建成后将打造立
足河南、辐射华中区域的国家神经疾
病区域医疗中心。

这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十
分必要。目前，河南脑血管病患者高
达 147 万人，且以每年 8.7%的速率在
攀升。该中心建成后，有助于满足我
省及周边区域群众的就医需求。

为补齐医疗短板、有效破解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2016年以来，我省

聚焦与群众健康最密切、最急需的临
床医学诊疗专业，在全国率先启动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河南已有心血管、儿
童、神经、呼吸、中医五大专业加入“国
家队”。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的加速推进，更多人实现了“大病就医

‘家门口’，疑难重症不发愁”。
今年6月，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来自新乡原阳县74岁的鲁女士顺利
接受了“超声引导下微创经导管二尖瓣
成形术”。这项采用微创、避免X射线
的领先技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潘湘斌教授团队在2020年首次引入
河南，如今该项技术已常态化开展。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推进，
对我省医院来说，意味着诊疗水平的
提高、人才培养的加速；对人民群众来

说，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意味着金钱、时间、精力成本的降低和
切实需求的满足。

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已开展了30项国内领
先、填补河南空白的技术，心外科手术
量跃升至全国第7位；北京儿童医院郑
州医院获批省级以上发展平台 30个，
河南赴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人数较2016
年下降了 63.12%、住院病人下降了
51%。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省优势，推动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医学中心、省区
域医疗中心和县域医疗中心‘四级中
心’上下贯通、协调发展，让百姓就医
更方便、更舒心。”省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③6

风采录“两优一先”

用奔跑带领“魔术村”演绎神奇
——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宝丰县赵庄镇

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

让“一家之事”联起“大家之责”
我省全面建立乡镇（街道）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藏在窑洞里的工匠

7月 14日，中原油
田文留采油厂“小太阳”
2021 年爱心暑期托管
班学员正在进行作品展
示。该暑期托管班，不
仅邀请专业老师授课，
举办书画、歌舞、安全健
康辅导讲座，还组织孩
子开展各类暑期实践活
动。⑨4 仝江 摄

打造立足河南、辐射华中区域的
国家神经疾病区域医疗中心。

截至目前
河南已有五大专业加入“国家队”

心血管 儿童 神经 呼吸 中医

北京天坛医院将依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惠济院区
创办河南医院

◎规划床位 1200张
◎总投资 27.4亿元
◎建设工期 3年

制图/党瑶

玑镂刻花工艺雕刻者程育财。顶端新闻供图

这不仅是绝技，更代表着
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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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些技术与国内其他实
验室的研究内容有联合、不重合，可以
形成嵩山实验室独创独有的研发特色
和产业化优势。

“比如在网络信息领域，我们的网
络空间拟态防御和拟态计算研究都是
国际领先水平。”邬江兴说，成立嵩山实
验室，是对我省数字信息领域长期以来
技术沉淀的一个深化过程，是为河南建
设国家创新高地“拉长板”。③7

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
实验室、省实验室、省级重点
实验室分别是什么？

国家实验室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
向建立的，承担我国重大科研任务的国
家级科研机构，聚焦新兴前沿交叉领域

和具有我国特色和优势的领域，依托国家
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建设，其规模、影
响力、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国家重点实验
室。2003年以前，我国共建成国家同步
辐射实验室、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
室等5个国家实验室。此后，科技部分两
批启动了16个国家实验室的试点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专注于某一行
业、某一领域研究的单一性实验室，依
托于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据了

解，截至目前，河南省共有16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

省实验室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则分
别对标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进行建设。此次挂牌成立的省实验室
嵩山实验室，就是我省对标国家实验室
打造的国家实验室“预备队”。相信不
久的将来，嵩山实验室将会在引领科技
创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③7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师喆 整理）

信息技术领域树起“嵩山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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