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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10 月 30 日，2021 年下半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开考。随着

“双减”政策落地，部分地区教资报名
人数有所下降，但这并未影响河南考
生的报考热情。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此次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以下简称教师资格
考试），我省共有56.06万人报名，在参
加全国统考的省份中人数居第一，与
今 年 上 半 年 报 考 人 数 相 比 增 加 约
19%。

报考人数逐年增加
竞争激烈

近年来，教师资格考试热持续高
涨。前不久，深圳某中学招聘时“硕博
扎堆”的现象更是引发热议。

来看一组数据：2016年，教师资格
考试全国报名人数共 260 万人，2017
年达 410 万人，2018 年达 651 万人，
2019年接近900万人。

河南师范大学 2019 级学生陆张
越报考了今年下半年的教师资格考
试。据她介绍，班里70多名同学中，大
部分选择报考。

“这说明人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度逐渐提升。”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部长苗学杰说，创新需要创新型人
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高质量教
师。

教师资格考试的难度也在加大。
数据显示，高考成绩前 30%的学生报

考师范专业的比例由2018年的 18.3%
提高到2019年的 33.4%。新教师岗位
竞争激烈，个别地区甚至数十人竞争
一个岗位。

据了解，我省自 2015年被纳入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以来，共
举行了 9次笔试和 8次面试，270余万
人报名参加笔试，82万多人参加面试；
共有80多万人通过认定取得了中小学
教师资格证。

待遇好、工作稳定
催生“教师热”

教师资格考试为何热度不减？
就业压力大是重要因素。近年

来，大学毕业生规模不断攀升，2021届
高校毕业生总规模达 909 万人。而

“逢证必考”“技多不压身”成了大学生
缓解就业焦虑的一种方式，毕竟多一
个证书就意味着多一条“出路”。

陆张越学的是广播电视专业。她
说，报考并不意味着自己以后一定会
当老师，“更多的是想给自己多一种职
业选择。”

在苗学杰看来，教师的薪资待遇
不断提高、国家在编制上予以优先保
障需求，也是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增
强的因素。

和陆张越一样，姚鑫如也是一名
非师范类考生，她报考主要是因为父
母劝说，“在他们眼里，教师有编制，发
展前景好，工作又稳定，而且每年还有
长假期，是个很不错的职业。”

每年的教师资格考试，非师范类
考生都占很大比例。如何看待这一现
象？苗学杰认为，一方面说明教师教
育体系的开放性，吸引了更多具备文
理通识教育的人加入教师队伍，有助
于实现师资队伍人员来源的多样化，
充实教师队伍，提升师资质量。但从
另一方面来看，非师范专业毕业生报
考，是应对师资不足的临时补充模式，
在教师培养中如何提升师范“专业
性”，是值得考虑的问题。③5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10 月
30日上午，伴着轰隆隆的机器声，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方麦播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是该县最大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也是此次特大洪涝灾害中，浚县受损最严重的区
域之一。7月中旬以来，受多轮强降雨和上游持续泄洪影响，浚
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被洪水淹没长达两个月之久，农作
物全部绝收，生产设施损毁殆尽，粮食生产能力遭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创。

面对肆虐的洪水，面对繁重的任务，浚县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不畏挑战、越战越勇，在国家、省、市的支持帮助下，加快排水
排涝、备足农资良种、修复生产设施。目前，浚县30万亩高标准
农田示范方已完全具备小麦播种条件。

据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董文全介绍，今年洪涝灾害导
致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平均积水 2.5米，通过疏浚沟
渠、机械抽排等多种方式，目前耕层积水已经排尽，完全具备深耕
条件。此次启动仪式位于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核心区
域，希望借此鼓舞农户坚定信心，种足、种好小麦，并通过提高整
地质量，适当增加播种量，争取实现今年晚播、明年不减产。

“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能够开始播种了，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浚县伟一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位起是浚县 30万亩高
标准农田示范方的种粮大户，他激动地告诉记者，往年 10月 5
日前后就能够完成播种工作，今年虽已晚播，但他们均选用了
适宜晚播的小麦品种，并计划在一周内完成 1200余亩地的播
种工作。③7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今年我省新收获的小麦质量怎么样？10
月 29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2021
年河南省收获小麦质量品质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给出了答案：整体质量较好。

这是我省连续第 21年开展小麦收获质
量调查与品质测报。

小麦质量总体较好

据悉，今年我省小麦质量调查共采集样
品 3811 份，覆盖全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
范区 121个县（市、区），涉及品种 590个。品
质测报共采集小麦品质测报样品 562个，覆
盖全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 114个县
（市、区），涉及品种196个。

《报告》指出，今年河南小麦整体质量较
好，主要特点是容重较高、水分较低、不完善
粒比正常年景略高。

“影响今年小麦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天气
和病害。”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处处
长王玉田说，4月份，我省气温普遍较往年偏
低；3月下旬至5月下旬，南部雨水较多，条锈
病和其他病害易产生，全省偶有大风和雷阵
雨，造成局部小麦倒伏，导致南阳、驻马店等
地区不完善粒较高。

品质测报结果显示，2021年我省小麦粗
蛋白质、湿面筋含量较高，筋力中等偏强，小
麦仍以中筋品种为主，优质强筋小麦种植范
围进一步扩大，达到优质强筋标准的比例较
去年下降了9.8个百分点，达到优质弱筋标准
的比例与去年持平。

推广优质小麦要因地制宜

《报告》显示，目前河南小麦仍以中筋为

主，达标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主要以郑麦系列、
新麦系列、周麦系列和存麦系列为主，包括郑
麦136、新麦26等26个品种，强筋小麦主要分
布在新乡、济源、开封、商丘、洛阳、漯河、许昌、
驻马店、周口、平顶山、南阳等地。优质弱筋小
麦品种主要有扬麦15、豫麦57，达标优质弱筋
小麦主要在信阳种植。

“不同小麦品种之间存在品质差异，相同
品种在不同生长区域也存在明显的品质差
异。”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
任尹成华说，各地在推广种植优质小麦时，不
同区域一定要选择当地适宜品种，品种选择
既要考虑优质的品质特性，还要兼顾高产和
多抗性，同时要加强田间管理，科学种植。

我省将制定“豫麦”标准

据介绍，小麦收获质量调查，是指对当年
收获小麦一般质量等级状况的评价，可指导
政策性小麦收购和贸易；小麦品质测报是指
对各地推广种植的优质或优良小麦品种内在
品质状况的综合评价，可指导企业采购小麦
原料和生产加工各种专用粉。

“小麦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是我省三链
同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重要环节。同时对于优化我省种植结构，提
升优质小麦原粮供给能力，促进小麦产销衔
接，推动优质小麦生产、专仓收储、专用加工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玉田说。

他说，近年来，适宜河南种植的优质专用
小麦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加大，这表
明，我省正在逐步形成优质小麦供应体系。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目前正联合省直相关部
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豫麦”标准，通过标准
引领，进一步打造河南优质小麦品牌，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促进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③7

我叫刘成章，是郸城一高的党委
书记、校长，也是来自教育战线的一
名基层代表。“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
优质教育”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们学
校长期以来的追求。

如何更好地引领学生成才？
首先抓好教师队伍建设。打造

一支善教学的优秀教师队伍，并邀请
全国知名的学科教育带头人来校授
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为了让教职
工安心工作，我想尽办法帮他们解决
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其次抓好学风校风。我还清晰
地记得上任后招的第一批学生。他
们的名字，我现在还能一口气叫出来
二十多个。学生们能吃苦，学习上也
很用功。我一方面制定教学管理制
度，努力促成严谨踏实的学风，另一
方面也和学生打成一片。有几个学
生经济条件不太好，我就经常把他们
带到家里，做些好吃的给他们吃。

十几年间，经过全体师生的努
力，郸城一高逐渐成长为国内知名中
学，近 4万名学生考上一本高校，我
也获得首届河南最具影响力校长、
202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未来属于青少年，希望寄予青

少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锚定
“两个确保”，将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十项战略之
首，体现了省委对教育工作的重视。
身为基础教育战线的一名代表，我深
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面向未来，我们将围绕教育、教学、
服务、管理，在拉高标杆中争先进位，在
加压奋进中开创新局，将郸城一高的品
牌越擦越亮，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优质
教育，以基础教育高质量助推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③5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整理）

在郑州市区西北方向，坐落着
一个素有铁路“心脏”之称的编组
站——郑州北站。每天伴随着减速
器夹击车轮的嘶叫，车辆沿着犹如骆
驼峰背形状的小山丘奔腾而下，平稳
驶向编组场。

我叫陈林，在郑州北站下行驼峰
场从事了 8年连结员工作，安全解钩
超百万次，做到了无违章、无违纪、无
差错，大家都叫我“无敌解钩手”。

尽职尽责是我工作的诀窍。在
保持自己无差错记录的同时，我一直
思考如何提高班组整体的安全生产
效率？凭借工作经验，结合现场实
际，我总结出强化接班后第一趟、饭后
第一趟和交班前最后一趟的 3个“第
一趟”安全卡控关键时段，作为调车安
全规律在全站进行了推广。后来我又
总结出“组长重点布置、组员相互提
醒”的一系列作业卡控办法，实现了班
组作业全流程、全方位的安全控制，作
业效率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作为一名业务骨干，我经常开展
技术攻关，解决驼峰调车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阻塞点”。针对 70吨货车钩
头造成提钩作业困难这一难题，我和
班组成员一起开展 QC课题攻关，总

结出了“一解二拔三提钩”作业法，获
得集团公司QC课题攻关二等奖。

作为车间最年轻的“老师傅”，我
主动承担起培养年轻人的任务，与青
年职工交流思想，将自己的工作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如今，我已经从下行驼峰提钩组
的连结员成长为驼峰作业楼的一名
驼峰值班员。以前只需要干好自己
的活不出问题就行了，现在作为一名
驼峰值班员，要全面掌握作业情况，
带领全班准确及时完成调车任务，责
任更大了，我要加倍努力。

面对新征程，不忘来时路。我会
继续保持奔跑的姿态，奋力前行。③9

（本报记者 郭北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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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方麦播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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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何这么火

郑州北站驼峰值班员陈林：

奔跑的脚步永不停歇

郸城一高党委书记、校长刘成章：

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优质教育

党代表风采录·我从基层来

▼10月 25日，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群众在田间适时播
种小麦。⑨6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陈辉

万物互联，传感器是数据采集的
源头。无论是环境监测、智慧农田，
还是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再庞大
的智能系统，都要从传感器的“针尖”
上开始。

“我省把加快数字化转型作为引
领性、战略性工程，全方位打造数字
河南。传感器作为数字经济的‘基
石’，产业发展迎来了重要的战略机
遇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朱鸣
说，我省近年来高度重视传感器产业
发展，先后出台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和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案，
建立工作专班推动智能传感器产业
快速发展。2018年、2019年连续两
年召开世界传感器大会，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交流平台，谋划建设“郑
州·中国智能传感谷”，积极抢滩产业
制高点。目前，河南省传感器及关联
产业规模达 300亿元，年营业收入亿
元以上的企业有 20家左右，产业发
展呈现良好态势。

气体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压力
传感器……我省传感器产业门类全、
企业多，培育了汉威科技、光力科技、
新天科技、三晖电气、森霸传感等一
批上市企业，部分产品已处于领先水
平。汉威科技气体传感器和气体检
测仪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均居第一
位；光力科技瓦斯抽采监控设备国际
领先；洛阳凯迈环测环境检测系列传
感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50%；南
阳森霸传感生产的热释电红外传感
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此外，河

南省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河南省智
能传感器创新联盟、河南省智能传感
器行业协会、河南省智能传感器产业
链联盟相继组建，实现传感器研究和
生产厂商抱团发展，产业综合实力和
竞争力显著增强，在环境、工业、农
业、电力、疫情防控等诸多领域实现
重点应用。

作为我省传感器产业的主要集聚
地，郑州高新区更是全力打造“郑州·中
国智能传感谷”影响力。该区管委会副
主任王德敏说，世界传感器大会品牌效
应逐步显现，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前两届
大会促成一批传感器相关的重要项目签
约，协议总金额合计超过200亿元。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是传感器
科技创新与产业领域的一次国际盛
会，将多层次、全方位深度聚焦全球传
感器发展，为我省传感器产业加速迈
向高端注入新动力。”省科协主席吕国
范说，两届世界传感器大会对河南乃
至全国传感器及相关产业创新发展发
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今年的世界传感
器大会升格，由中国科协和河南省政
府共同主办，将在更高层次平台上汇
聚国内外传感器相关资源，进一步擦
亮“世界传感器大会”这张名片。

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
驾驶等技术加速发展，传感器市场迎
来广阔的空间。朱鸣说：“我们将以
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为契机，加快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加快构建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吸引
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感器龙头企业在河
南投资发展，把智能传感器产业打造
成河南数字经济的‘金字招牌’。”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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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今年河南小麦质量咋样 擦亮“传感谷”名片
夯实数字河南“基石”
——写在2021世界传感器大会开幕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