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扫码看更多

强军精武河南兵

要闻│042021年8月27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马小刚 高超 美编 单莉伟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坚决打赢两场硬仗坚决打赢两场硬仗

□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通讯员 李栋稳 范志钦

他志存高远，勤学好问，让蓝
天战鹰豪气冲霄汉；他刻苦钻研，
能教善战，让更多雏鹰振翅飞高
空。

入伍以来，他多次被指派参
加空军、战区（军区）级演习演
训、联合作战、红蓝对抗、战术突
防、海上巡航等重大任务，连续
多年顺利完成年度飞行任务，安
全飞行超 3000 小时，荣立二等
功一次。

他就是来自我省南召的“80
后”、学员口中的“卡队”——空军
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二大队
武控教官王小卡。

生长在南阳市南召县小店乡
大山里的王小卡，从小就向往展
翅翱翔的雄鹰。每当有飞机从家
乡的天空飞过，他都会凝望着远
去的飞机出神。孩提时，他就有
一个愿望——等长大了，也要驾
驶战机去保家卫国。

2003 年，王小卡考入军校，
开始逐梦蓝天。4年间，他先后就
读于长春飞行学院、空军航空大
学和空军第二飞行学院。求学期
间，他善于钻研，训练刻苦，成绩
优异，连年被评为“标兵”，荣获

“优秀飞行学员”称号。
王小卡深知，作为一名武控

员，要时刻与气候、误差“打交
道”。要想在飞行中按照指令准

时到达指定空域，就要把众多数
据全部刻印在脑海中。执行任务
时，要在最短时间内根据叠加因
素，给出数据修正。

凭着过硬的军事素养，王小
卡被部队评为“训练尖兵”“技术
能手”，获训练嘉奖三次、安全飞
行三等功一次。

2015 年，响应部队改革和
院校急需教学人才的号召，王
小卡携妻女来到冰城哈尔滨，
积极投身飞行教学事业中。进
入飞行学院后，王小卡在飞行
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
极完善《武控专业题库》，编写
了《武控专业特情处置使用手
册》，注重发挥一线作战部队工
作经验，大胆构思，巧妙设计战
术突防方案，成为大队突防突击
考核任务机组的“范本”。

数 年 来 ，王 小 卡 带 飞 改 装
飞行教官三批次、空勤学员四
批次，保证了飞行教学训练安
全无事故，为部队培养了高质
量人才，获得旅嘉奖 4 次，连续
4 年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
2019 年入围首届“旅十大行业
标兵”。

面 向 未 来 ，
河南兵王小卡将
以为军队培养更
多天之骄子为目
标，为新时期军队
教学事业而继续
努力奋斗。③6

“李梦霄您好：河南农业大学8月 20日 8
时 26 分向您的储蓄卡存入人民币 1000.00

元。”
看到信息，李梦霄心头一暖。“7·

20”暴雨灾害发生后，李梦霄家所在的
新乡卫辉受灾严重，温暖家园成了一片

汪洋。辅导员得知李梦霄家庭困难后，第
一时间帮她申请了学校“洪涝受灾学生临

时困难补助”和学院“受灾学生困难补助”。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已资助

受洪水、疫情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11505人，资助金额1025万元。这些温暖守
护，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不少学
校开通了心理疏导热线或微信群，帮同学们
解开心中疙瘩。

“学校正在制订开学后学生心理建设方
案，分群体开展心理干预。”河南师范大学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周社刚说，《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心理调适指南》也在编印，还将
以宿舍为单位每周举办一次心理主题活动。

你给了我守护，我报之以成长。
“看着高温下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看

着日夜守护我们的志愿者，我想说，谢谢你
们！”家在封控区的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
学生梅竞宇，特别期待早点开学，在教室里
好好读书，在操场上开心奔跑。

“这个暑假，我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强大
和凡人英雄的担当。经历了不寻常暑假的
我会更珍惜平静的课桌，更懂得感恩和奋
斗，更理解青春担当的含义。”许昌学院学生
余沚瑶说。

除了课堂上的有字之书，还有社会上
的无字之书、心灵之书。在社会这个育人大
课堂中，各方齐心守护校园安全、确保平
安开学的点点滴滴，正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③5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武控教官王小卡:

鹰击长空万里阔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近日，一
则医护人员身着类似“大白”防护
服进行核酸检测的视频在网络走
红，自带“空调”的设计让医护人
员免受高温闷热之苦，赢得网友
一致叫好。

“穿上后特别凉快，没有了
压迫感和头部眩晕感，真是我们
医护人员的‘避暑神器’！”8 月
25 日，亲身体验过正压防护服
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张苗
说。

两个星期前，位于长垣市的
驼人集团研发推出了带有智能控
温系统的正压防护服，通过送风
系统和便携式的“空调”，使防护
服内的温度控制在 26℃至 29℃
之间，让医护人员再也不怕酷暑
天采集核酸了。

驼人集团产品线总裁程文胜
说，正压防护服和普通防护服的
主要区别是加入了便携式送风装
置。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在于
如何保证病毒不会通过送风口进
入防护服，核心就在于滤芯的研
发上。

去年 3 月，驼人集团成立研
发团队，经过 4个月科研攻关，成
功研发出了在一定送风量的情况
下，使用 8 个小时后过滤效率依
然达到 99.99%的空气滤芯，从而

确保送风装置在输入新鲜空气的
同时把病毒阻隔在外。

而针对户外高温工作环境，
他们又特地加入了外置的便捷式
空调设备，从而实现了防护服“冬
暖夏凉”。

据悉，驼人集团医用正压防
护服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拿
到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全身正
压防护装备。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驼人集
团抗疫产品第一次“出圈儿”了。

去年 1月 28日，驼人集团接
到省科技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攻关项目的通知后，立
即成立应急攻关项目组，短短 15
天便研制出一款集口罩、护目
镜、头部防护等功能于一体的新
型防护头罩，解决了口罩和护目
镜造成的面部损伤和镜面雾化
等问题。

今年 1 月，该企业又研制出
含季铵盐的熔喷布并应用于口罩
生产，利用季铵盐可以破坏微生
物、病毒包膜结构的原理，让口罩
有了杀菌抗病毒功能。

据悉，驼人集团每年投入研
发费用 3亿多元，拥有 1000余人
的专业研发团队，先后承接了 12
项国家、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及
其他国家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800余项。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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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疫情相继来袭，让这个暑假变得不

寻常。

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上，我们看到了一幕幕

铭刻心间的温暖：白衣天使不惧危险、逆向而

行；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学校老师

坚守岗位、守土有责；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共克

时艰……无数“可爱”的人正全力以赴护家国

无恙，佑校园平安。

新学期即将开启，为了课前到书、人手一

册，为了线上教学、保质保量，为了把疫情当教

材、与祖国共成长，太多人不辞劳苦、用心用

情，全力以赴做好开学准备，静待学子归来！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冯军福

“家长们，间隔一米排好队，领新课
本啦！”8月 24日，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第二小学门口，教师志愿者们忙得不亦
乐乎。

“新学期教材已全部到位。为避免
人员聚集，我们安排家长分批到校领
取。”该校校长金辉说，对于身在外地或
处于封控区的学生，学校将免费寄书，
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这个暑假，灾情疫情来袭，一些印
刷设备被淹，纸张浸泡受损，运送车辆
遇阻，新教材能否按时发放成了家长师
生关心的头等大事。

为了让学生们早点拿到教材，不影
响线上教学，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早早安
排部署，河南新华印刷集团工作人员加
班加点，原本需要2个月的维修任务，仅
用12天就完成。

经多方努力，我省教材印制产能已
完全恢复。在加快印制发放纸质教材
的同时，8月 25日起，河南省中小学数
字教材服务平台免费开放。

按照教育部要求，课后服务将在今
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
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很多家长关心，在灾情疫情的双重影响
下，课后服务能否开展，学生就餐如何
安排？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给出答案：
课后服务正常开展，学校就餐保证安
全。

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付出。方
案要细之又细，管理须严之又严——体
育错峰教学，及时做好体育场馆的通
风 和 体 育 器 材 的 消 毒 ；学 生 错 峰 就
餐，原则上统一在学校用午餐，并固
定就餐位置；课后服务不停，根据初
中部和小学部的学段特点提供相应
的服务。

8月 26日，夜已深，河南农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的郭武轲老师仍在完善课件，为
线上教学做准备，“面对救灾抗疫这本生动
深刻的社会教材，我有太多话想对学生说”。

线上教学保质保量，是学校、老师最近
在忙活的大事。

许昌学院英语教师魏春燕将创新教学模
式，本地异地同步，线上线下混合，以“教师线
上教学和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直播授课，满足学生“智慧化”学习需求。

一些孩子需要更多关爱。“我们学校超七
成学生来自外地，很多学生家在农村，学校将
为家庭困难、网络条件落后的学生换手机、送
流量。”郑州市盲聋哑学校校长孙建国说，开
展线上教学，对于盲聋哑学生来说挑战很大，

“老师再作难，也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

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家校共育、社
会参与才能形成合力。

按照省教育厅要求，明确秋季学期开学时
间后，各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指导各校和班
主任，面向学生和家长召开一次“线上家长会”。

“线上家长会”怎样才能开好？河南省
实验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的贾福霞老师和
同事这几天一直在琢磨。

“班里有些孩子的父母是医生护士，灾
情疫情面前，他们挺身而出，彰显出普通人
的伟大。”贾福霞说，身边榜样最能打动人，

“线上家长会”将邀请奋战在防汛抗疫一线
的家长讲述自己的故事。

“孩子在家学习自觉性差，上网课要注
意啥问题，提高孩子学习质量有啥好方法，
这些都是家长会的议题。”贾福霞说。

“广大学子用行动激情唱响了什么是青
春之歌”“教育铁军用选择鲜活展示了什么
是师者榜样”“中原儿女用拼搏共同演绎了
什么是不屈担当”“全国人民用奉献生动诠
释了什么是众志成城”……

8月 22日，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
山一段肺腑之言，引发了思政课教师再次思
考：新学期，该怎样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为同学们上好思政课这门人生大课？
该怎样用大爱育人心，与中原同崛起，把灾
难当教材，与祖国共成长？

“我们要把防汛抗疫过程中彰显的制度
优势、涌现的感人事迹融入教学，打造既有
理论高度、又有思想深度，既有现实维度、又
有情感温度的‘大思政课’，引导青年学子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河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占峰说。
“灾难是一本生动深刻的教材，抗灾抗疫

是一场震撼人心的‘人生大课’。从社会这个
‘大课堂’中，高校思政课的‘小课堂’能够‘取
材’‘取经’‘取义’。”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郑小九说，“取材”，即思政课要从
社会这个最广、最大、最丰富的“课堂”中，汲
取用之不竭的宝贵素材；“取经”，即抗洪抗疫
斗争又一次见证了群众的力量、智慧、伟大，
思政课教师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取经；“取
义”，即思政课教师要把抗灾斗争中彰显出的

“大义”“大道”“大爱”“大勇”融进课堂，培养
学生爱国、担当、奉献、勇气、团结等品质。

“不照本宣科，不简单说教，运用同学们
亲身经历的生动案例和鲜活素材，把思政课
讲深、讲透、讲活，我们准备好了。”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周荣方说。

有一种探索叫线上教学 有一种温情叫家校共育有一种使命叫课前到书
有一种责任叫课后无忧

有一种温暖叫默默守护 有一种蜕变叫逆风成长

有一种课堂叫社会课堂 有一门课程叫人生大课

8 月 23 日，林州雨过天晴，恰逢
处暑时节，晴空伴随秋风送来阵阵凉
意。在 8月 21 日—23 日又一轮全省
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国网林州
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迅速响应，实
现“输配电线路零跳闸、主配网设备
零受损、全市人民群众零伤亡”的目
标，在迎峰度夏的尾声阶段，打赢又
一场防汛保供电硬仗，保障电网平稳
度夏。

接到本次雨情预警后，国网林州
市供电公司科学研判灾情风险，于 8
月 21日启动防汛应急 II级响应，要求
广大干部员工全面总结“7·20”暴雨防
灾经验，发扬不怕疲劳、连续奋战的精
神，用行动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坚决守牢电力安全生命线。

“此轮最大降雨量在 100 毫米以
下，低于7月 20日，但与之前受灾地区
重叠度高，加之受大风影响，依然给林

州刚刚修复的水毁工程带来极大考
验。”该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杨永帅这
样说道。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传达省市供电公司、林州市
委市政府防汛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抓
紧、抓实、抓细防汛措施落实。领导
班子、相关专业工作人员 24小时到岗
到位，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随时应对突发险情。全力保障
市政府、医院、电视台等重要客户供
电的万无一失，委派专人驻守林州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与气象、水利等部
门保持即时沟通，畅通上下信息渠
道。相关专业部门按照“以防为先为
要”的原则，分组对各变电站、供电线
路、小区配电室防汛准备情况进行检
查，对全市 5座低洼变电站 43座地下
配电室，易遭洪水冲刷的 1条 35千伏
输电线路，50 余条 10 千伏配电线路

进行了重点排查，对隐患杆塔进行紧
急加固。做好临时供电设施的接地、
漏电保护，防止触电等二次伤害的发
生。根据政府群众转移方案，做到

“水进、人退、电停”，同时做好全市 5
个 群 众 转 移 安 置 点 的 供 电 保 障 工
作。26支防汛抢险队伍，216名抢修
队员，应急抢修车辆 29 辆，发电车 2
辆提前到位，整装待命。与此同时，
加强与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的沟通汇
报，在一切按照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开
展各类作业。

8月 21日—23日期间，林州电网
最大负荷 25.4 万千瓦，电力供应整体
平稳有序。此次汛情的成功应对，将
为今后该公司防大汛保供电工作提供
宝贵的经验。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
做好灾后电力设施的隐患排查、消缺，
为 2021 年迎峰度夏画上圆满的句
号。 （张澜）

“请大家保持一米间隔，一个一个
来……”8月20日，在宁陵县清水河花
园社区，第五轮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在此值守的国网宁陵县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着测体温、登
记信息、维持秩序。

为助力疫情防控，国网宁陵县供电
公司及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到分包社
区、路段值勤。公司员工迅速行动，由主
管疫情防控副总经理带队，组织20余名
工作人员分别前往分包小区清水河花园
社区、张弓路、家属院门口等值守点开展
工作。面对清水河小区人口相对较多、
人员流动复杂的情况，工作人员不惧困
难，在小区大门对进出的居民进行认真
排查，“家里几口人？是否做过核酸检
测，做过几次？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
有没有去过高风险地区？”每排查一位居
民都要重复问一遍，并详细记录，顾不上
湿透的衣衫，顾不上吃送来的工作餐

……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对于未
出行的居民成立专门小组进行打电话排
查，并组织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确保
全员检测，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叔叔，我想去郸城找妈妈，我该
怎么去?”在值守的过程中，该公司带
队领导安心忠被一个 10岁左右的小
男孩叫住。经过深入了解，得知是因
为孩子与奶奶发生了争吵，伤心负气
地走出家门想去郸城找妈妈。在劝解
孩子回家无果后，安心忠联系了附近
民警，并通过民警找到了孩子的奶奶，
经过一番善意教导，孩子跟着奶奶愉
快地向家中走去。“工作虽辛苦，每天
接触的人太多有风险，但看到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看到化解的一次次矛盾，
心理特别有成就感。”安心忠说道。

面对当前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
不确定性,国网宁陵县供电公司召开
专题会议，及时传达省委召开的疫情

防控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坚持一手抓
防控、一手保供电，毫不放松抓好当前
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思想认识。切实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坚决消除麻
痹松懈情绪、侥幸心理，切实担负起属
地责任。二是强化防控措施。持续强
化重点领域防控，抓好健康监测、隔离
管控、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形成齐抓
共管强大合力，筑牢疫情防控堤坝。
三是强化物资保障。加强口罩、消毒
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的日常保障工作,
做到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为全体
干部职工做好物资保障。四是强化人
员管理。认真排查全体干部职工的近
期情况，全面把握实情，时刻关注全体
干部职工健康状况。五是强化党员示
范作用。关键时刻党员冲锋在前，到
疫情防控一线值守，到重要保电现场
进行隐患消缺，旗帜领航，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张红梅）

国网林州市供电公司：周密部署防汛情 确保电网平稳度夏 国网宁陵县供电公司：共克时艰 守好抗疫防线

▶8 月 26 日，郑州市金水
区纬五路第二小学教师在为线
上教学做准备。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8月 25日，郑州市
郑东新区龙腾小学发放给
学生的新学期教材。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8月25日，博爱县第一中学针对师生入学、住宿、就餐、上课等环节进行入学
演练，保障全校师生的生命健康，筑起校园疫情“防护墙”。⑨6 程全 卢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