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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侯国胜 李栋稳

他的名字被旅里拿来命名第一个创新工作
室，他编写的《电子对抗装备维修手册》成为高等
院校的专业教材，他研发的技术填补了军内某领
域两项技术空白，他还是个会抱着吉他唱原创歌
曲的“文艺青年”……

他叫张帅伟，柘城县牛城乡人，2011年 12月
入伍，现为第71集团军某旅雷达对抗技师。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军人。当兵，就
要当一个经得起锤炼、受得了敲打、耐得住打磨
的具有钢铁意志的好兵，就要时刻为提升保家卫
国本领下苦功夫，当好尖兵。”8月 5日，张帅伟用
微信发给记者这样一段话。

“当个好兵，当好尖兵”，张帅伟做到了。
黄海滩涂，热浪翻涌。第71集团军某旅与空

军某部互为条件，开展了一场侦察与反侦察、干
扰与反干扰的对抗演练。战况胶着时，空军两架
战机以大角度盘旋的方式向某旅阵地发起佯攻。

原本严阵以待的导弹号手突然发现，导弹操控
雷达显控屏一片雪花。紧急时刻，该旅电子防空营
雷达对抗技师张帅伟果断下令，指挥战友采取一连
串防干扰措施，各火力单元雷达性能很快恢复。

关键时刻挑大梁，对张帅伟来说习以为常。
2017年，他所在的某部电子防空营辗转千余公里
转隶到现在所在的旅，作为全新战斗要素，嵌入
旅防空作战体系。

转隶之初，装备升级换代、官兵基础薄弱等困难摆在眼前。从国防科
技大学电子对抗装备维修专业毕业，又在原单位电子对抗专业尖子比武中
多次夺得总评第一的张帅伟受命转岗，改任技术室雷达对抗技师。

履职当天，张帅伟暗下决心，要做到“加油、努力、奋斗、拼搏”8个字。
他每天起早贪黑，一台接一台检修装备，记录了3本厚厚的检修日志。年底
考评，全营经张帅伟检修的装备，被考核组一致认为技战术水平保持最佳。

2018年，部队再次配发某新型雷达装备。为了掌握雷达干扰信号工作原
理，张帅伟找出上百张装备图纸，潜心研究装备内部构造、运行原理、工作流程。

“一次下哨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但二楼的灯还亮着，走上楼一看，只
有张帅伟一人在屋里，他面前摆着一本理论书，正对着电脑认真研究呢。”
战友徐夏颖回忆。

就这样，追求极致的张帅伟最终练就技术参数“一口清”、开关旋钮“一
摸准”、常见故障“一眼明”的硬核本领。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岗、会两岗、通三岗。面对旅里提出的“精通本
职，一专多能”训练目标，张帅伟又瞄着雷达操作手岗位，把千余种雷达信
号样式装进脑海、近万次练习装备操作。“难题是我们的‘拦路虎’，他是难
题的‘拦路虎’。”战友们对张帅伟赞誉有加。

在实践过程中，他编写出《电子对抗装备维修手册》，研发的技术填补
了军内某领域两项技术空白。为激励官兵投身部队训练创新，旅里以张帅
伟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年轻人练就了决战
信息化战场的必备本领。入伍至今，张帅伟先后被嘉奖10余次，荣立个人
二等功1次，被表彰为集团军“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雷达尖兵”张帅伟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弹奏着吉他哼唱军旅生活
的酸甜苦辣。这几年，他还创作了《绿军装》《军嫂》《家国有我》《少年征程》
《永远忠于党》等几十首歌曲，这些歌温暖着战友，鼓舞着他们在强军路上
拼搏前行。③7

强军精武河南兵 雷
达
对
抗
技
师
张
帅
伟
：

硬
核
本
领
保
家
国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通讯员 崔松
涛）8月6日，记者从南阳市中医药发
展局获悉，“南阳艾”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注册，正式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
复，有效期至2031年6月。

南阳艾草品质优良、地域产品
特色突出，艾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
率第一。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有助于彰显南阳艾草的地域特性和
市场定位。作为全国最早进行艾草
加工、销售的地市，南阳艾草产业经
历了初期粗放型到逐步规模化、标
准化的完善过程，现在已经成为国
内最大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出口集散
地，目前南阳艾草注册企业达 1500
余家，从业人员超过 10万人，总体

年产值超百亿元。
为进一步规范保护南阳艾产业

发展，做大做强艾草龙头企业，在南
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南阳市中
医药发展局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
行了专门研究论证，确定申请“南阳
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作为南阳艾
草保护标志。从 2019年开始，当地
有关部门就开始整理申报材料。此
次获批，对激发南阳艾产业发展活
力、保护南阳艾产业健康发展、推动

“南阳艾产业高质量发展倍增计划”
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截至目前，南阳市共有南
阳艾、唐栀子、唐半夏、桐柏桔梗 4
个医用中药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③7

“南阳艾”获批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近期郑
州、新乡等地遭遇特大暴雨，给广大
农村居民住房带来很大危害，我省
住建部门正在全力推进危房排查，
积极安排灾后重建工作。当前，万
余名专家正在走村入户鉴定房屋安
全。

8 月 3 日，在巩义市米河镇，省
地矿建设集团 67 岁的专家靳双喜
和同事一道，排查暴雨灾害后的
房屋安全，他是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组织的“万人技术服务团”成
员。

我省各级住建部门坚持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理念，在灾后迅速组织
人员对受灾的农村、城镇房屋开展
安全性应急评估或鉴定，认真研究
安排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为了帮助
市县解决房屋安全鉴定技术力量不
足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从各
勘察设计院所、质量检测机构、建筑
施工和监理企业抽调 1.5 万多名技
术专家组成“万人技术服务团”，支
援各地开展农房安全评估。“万人技
术服务团”涵盖了房屋建筑、建筑结
构、污水处理、电力、通信等 14类专
业的专家。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还派出由
6名厅级干部带队的督导服务组，指
导各地加快推进房屋安全排查评估
工作。该厅还印发了灾后农房安全
隐患排查要点，按照“不漏一屋、不
落一房”的原则对受灾农房进行安
全性应急评估。经评估暂不具备返
家条件的农房，设置明显的警示标
识，同时采取封房措施，坚决做到

“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确保村
民人身安全。

因地制宜，分类重建。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要求，对于经评估可在
原址重建的房屋，建议以农户聘请
施工队伍自建为主，农户自建确有
困难的，乡镇政府和村委要帮助村
民协调组织培训合格的施工队伍进
行建设；对于因灾损毁特别严重，确
需整村搬迁的村庄，首先做好村庄
选址和规划，合理避让洪涝灾害频
发区、地下采空区和软弱土、涣散土
层，而后由当地住建部门或乡镇组
织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统
建。③7

快速推进农村危房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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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当前我
省主要防洪河道水位全面回落至警
戒水位以下，根据预报，近期我省没
有较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依据《河
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印发通知，决定于 8
月 8日 10时将我省防汛 I级应急响
应调整为Ⅲ级。

通知强调，各地各单位要发扬连
续作战精神，继续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和巡堤查险工作，进一步加强值班值
守，密切关注雨水汛情发展变化，强

化会商分析研判，科学指挥调度；突
出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小型水库、淤
地坝、尾矿库、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
防范；统筹各方抢险救援力量，备足
抢险料物，精准预置布防、精准抢险
救援，千方百计减轻灾害损失，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要同时抓好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抓紧修复水毁工程，尽
快修复水利工程、道路、桥梁、电力、
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③7

我省防汛 I级应急响应调整为Ⅲ级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 实习
生 李昌欣）“这家村民的房屋经水浸
泡后导致地基沉降，又引发墙体严重
开裂，已经属于危房，不能继续
居住了。”8月7日中午，在
卫辉市顿坊店乡军屯
村，新乡市住建局委
派的第三方房屋鉴定
机构，对村民张方家
的受损民房鉴定后，
排查小组技术人员
杨建超给出结论。

而在村民贺广付
家，技术人员发现两间
卧室顶有沉降和裂缝，属于
局部有隐患。排查小组人员边
讲解情况，边在因灾损毁房屋评估表
上填写具体受损信息和鉴定建议。
评估表上所列信息有 31项，包含户
主基本信息、房屋基本信息、鉴定部
位详细分列说明、评估结果等内容。

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不少
安置在外的受灾群众陆续返乡。军
屯村党支部书记郭积善告诉记者，此
次暴雨过后，村里不少房屋地基有所
沉降。为方便群众尽快返村，村两委
这几天已先期对村里的 336 户民房

提前摸排一遍，将倒塌、地基沉降严
重和墙面有明显裂缝的房屋先行登
记，方便专业人员评估。

据悉，7 月 31 日，卫辉市
启动城乡受灾受损房屋

的排查评估工作，成立
由市领导为指挥长的
排查专班，先后协调
省、新乡市400余名
专家和技术人员对
隐患房屋进行安全
性评估，而后由各乡

镇人民政府采取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截至目

前，共排查了13个乡镇241
个居委会及村庄，排查存在房屋

隐患的6230座。
卫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次排查主要是初步评估群众住房能
否居住，为群众回迁做准备，目前排
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同时，该市还建
立监督督导机制，确保排查评估公
平、公开、公正，有序进行。③7

图为专业技术人员在卫辉市顿
坊店乡军屯村排查灾后危房。 李昌
欣 摄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今年 38 岁的孔彦利是鹤壁市
浚县卫贤镇杨马湖村人，自 7月 22
日从村里紧急转移后，他们一家六
口一直暂住在县城的亲戚家。得知
政府部门要对村内房屋受损情况进
行鉴定，她便第一时间赶回了家。

“希望能早点出鉴定结果，洪水
退了，我们想早点回家。”8月 7日，
看着家里走廊内陷严重、墙壁出现
多处裂痕、地砖已发生严重下沉时，
孔彦利抹起了眼泪。

“他们家属于水泡后的‘土壤液
化’现象造成的房屋墙体裂缝、地层
下陷，受损相对来说较为严重，存在
很多潜在危险，我们已给村干部交
代了，完全修复之前禁止村民擅自
回迁、居住。”在仔细查看过孔彦利
家的房屋后，第三方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技术人员郑岭说。

随着浚县境内洪水逐渐消退，
被转移安置群众想回家的心情愈
发迫切。为完全确保群众住房安
全，避免发生次生灾害，浚县住建
部门及时组织 10 家鉴定机构和

200余名技术专家，于 8月 6日起对
水淹村内的损毁农房加速进行安
全鉴定。

“鉴定人员严格根据《河南省房
屋建筑安全排查技术指南》和《农村
住房安全性鉴定技术导则》，对受损
房屋地基、墙体、梁柱、盖板等部位
进行观测，按危险等级确定为非危
房、危险点房、局部危房和整栋危
房，分别对应 A、B、C、D 级。”郑岭
说，根据鉴定结论，他们会向农户提
出观察使用、处理使用、停止使用、
整体拆除等处理意见。

“此次暴雨洪涝灾害中，浚县有
161个水淹村庄农房受损，涉及6个
乡镇和 1个街道办事处。目前我们
已按照‘不漏一屋、不落一房’的原
则对 9个退水村庄的受灾农房完成
安全性应急评估，其余的每个水淹
村庄都将在退水 7 天内完成鉴定，
尽早让群众返回家园。”浚县住建局
总工程师李清卫告诉记者。

据悉，鹤壁市住建部门已向省
住建厅申请住房补助 7130万元，该
资金已经下拨到各县区财政部门，
下步将根据农户房屋的受损程度给
予适当补助。③7

浚县“我们想早点回家”卫辉 加紧排查 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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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从照片看，叶片有点发黄，应该
是田间积水时间较长，土壤透气性
差，肥料流失所致，要抓紧时间松土
散墒和补施速效肥。”8月 8日，通过
微信视频，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
授李浩川指导临颍县种植大户开展
玉米灾后生产自救。

当前正值我省农业生产恢复关
键时期，又面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压力，河南农业大学把近 200名农业
专家的联系方式“晒”到了网上，李浩
川就是其中一位。“听完农民朋友的
描述，就能大概作出判断，再对照他
们发的照片和视频对症下药。”李浩
川说。

玉米是我省第一大秋作物，种植
面积 5760 万亩，占全省秋粮种植面
积近七成。目前，玉米生长正处于产
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开展灾后补
救，李浩川给出了五字诀：排、扶、补、
防、改。

排，是排积水。对出现涝渍的田
块，要及时疏通地头排水沟和腰沟，
迅速排出田间积水，确保根系和植株
的正常生长，防止因长时间积水造成
涝害。

玉米倒伏要不要扶？李浩川给
出的答案是看具体情况。目前玉米
植株出现倒伏的大都是根倒。对出
现严重倒伏的地块要及时扶正，根部
培土，提高植株吸收营养和抗倒伏能
力；如果倒伏较轻，可让其自然生长。

大水漫后，土壤肥力流失严重，
如果不及时补充营养，容易造成减
产。全省有 900 万亩地块需要及时
加强追肥管理，李浩川建议，能够进
地作业的田块，须及早松土散墒，加
速根系活力的恢复。“现在玉米植株
高，人工作业不方便，可通过无人机
叶面喷施 1%的尿素+0.2%的磷酸
二氢钾水溶液，也可以添加芸苔素
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补充营养，
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正常生长。”李浩
川说。

雨后田间空气湿度大，高温高湿
环境最容易滋生病虫害。渍涝水患
过后易发生各种病虫害，如细菌性茎
腐病、顶腐病、大小叶斑病等。专家
建议，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控。

防治茎腐病可用 50%多菌灵可湿性
粉剂 500倍液加适量噻菌铜喷雾；防
治大小叶斑病可用百菌清或甲基托
布津，每7到 10天喷一次，连喷2到 3
次。对玉米螟的防治可用高效氯氟
氰菊酯、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等药
物进行喷雾。

全省有 570万亩地块绝收，对于
绝收地块要抢抓农时进行改种。“现
在距离冬小麦播种还有两个多月时
间，绝收地块要尽快清除田间枯死的
植株，及时整地改种生育期较短的作
物。”李浩川建议，距离养殖场近的地
块可改种青贮玉米，作为饲草及时卖
出减少损失；距离城市近的郊区或交
通方便的地块可选择改种鲜食玉米、
绿豆和蔬菜等生育期短的作物。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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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指导、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扫码看更多

搞好个人卫生
用流动水及肥皂洗手，特别是饭前便后
要洗手，触摸眼睛、口鼻之前要洗手，双
手被呼吸道分泌物弄污后(如打
喷嚏后)要立即洗手；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绢或纸巾
掩住口鼻，或用上臂衣袖遮掩；
不随地吐痰。

清洁居住环境
保持室内居住环境清洁、卫生；
学会用统一配置好的消毒溶液
对室内外环境进行消毒；
不随地大小便，粪便、排泄物和垃圾要
放在指定区域；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防、灭蚊，蝇，
鼠；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个人用品专用
与他人共用毛巾可能会传染红眼病、皮
肤病等，共用牙刷、剃须刀等则可能传

染乙肝、丙肝等疾病。

饮食安全卫生
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
准的瓶装水、桶装水，或经漂白
粉等处理过的水;
吃熟食，不吃不洁的肉或水产品，
不吃生冷食品。

做好个人防护
注意避免与可疑患者或动物密切接
触，防止被动物抓伤、咬伤；
养殖、加工或屠宰牲畜时，需佩戴口罩、
手套、帽子，穿工作服；
减少聚集，在室内，特别是人多时，科学
佩戴口罩。

临时安置点居住提醒

农业恢复生产
专家访谈

□新华社记者

今年 8月 8日，是我国第 13个
全民健身日。新时代，全民健身被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赋予更
加丰富的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引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
办正在全方位推动全民健身开展和
体育强国建设。

对于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有着高瞻远瞩的擘画。其
中，全民健身占据重要地位。

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表示，将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把竞技体育
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同时大
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
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
标。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抓住北京冬奥机遇，推动
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