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战三夏 力夺丰收
跟着专家看麦收

（上接第一版）现在任务多了，奖补政策也多了，
哪一项任务都有“含金量”，不做事没钱，做事就
有钱，不认真做事，对不起这么好的政策啊。

县长王建平说，胡善信是把政策吃得最
透的村支书，从不“吃亏”。

这些年，村里许多工作都走在前列，“全
国文明村镇”“全国生态文化村”……各种奖
牌挂满墙。但胡善信还不满足，他说县里哪
次开会不表扬帅洼，他都坐不住。

最初的目标早完成了，他的新目标就两
个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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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大别山，青翠欲滴。
站在九架岭山腰一处观景平台上，帅洼

村的阡阡陌陌尽收眼底。水田，波光粼粼；林
间，白鹭轻飞；天上，闲云恬淡。好一幅“村在
林中，林在画中”的醉人画卷。

面对“画卷”，胡支书兴奋不已：总书记的
“金扁担”说得太好了！怎样挑好“金扁担”，
一头挑起“绿水青山”，一头挑起“金山银
山”？怎样让 16平方公里的帅洼山更绿，水

更清，让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
“我做梦都在想啊！”胡善信说，“总书记去

年来信阳时提出的‘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让
我们非常振奋，同时也感到‘压力山大’。”

他昼思夜想，内引外联，带着村干部到处
学习，围绕发展乡村“旅游+”谋划了一揽子
项目。

但他说，项目再好，也要有人去干。同样
的山水，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有的村发展快，
有的村发展慢？关键在人！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急需相应的乡村人才。

这就是今天农村的新难题，也是许多村
支书的“心病”。

在连续两年的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胡
善信的建议都是“老一套”：留住人才。他建
议，要把农村能人培养入党，把青年党员培养
成能人，把党员能人培养成村干部。

他还建议，要出台相关政策，提高村干部
待遇，大学生“村官”考上公务员后还能留村
任职，退休的领导也能回村任职……

“如果现在有能人愿意来村里当干部，年薪
10万元我都出！”胡善信求贤若渴，信誓旦旦。

记者刚进村时，他就急切地告诉记者，村
里回来了三名大学生。说起他们，老支书喜
形于色，如数家珍：

大学生曾庆元是村委会副主任，创办了
淘宝电商服务点、农家乐、千鹅湖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等产业。

扶贫专干韩静、村会计何明丹，也是大学
生，放弃大城市回到村里，村里各类档案资料
被她们整得井井有条，疫情防控期间，几天几
夜不休息也无怨言……

“再历练三五年，他们当支书没问题！”
话里话外都是一种疼爱，一种期许，一种

自豪！③5

都说村支书难，难在哪里？

帅洼村归来，记者略有所悟，难在一个字：心。

有心难，无心则不难；有梦想难，没梦想则不难。

胡善信常说，做事要有事业心、奉献心，

做人要有责任心、感恩心。

胡善信的“难”就是“有心”闹的。

但他又说“不难”，不想做事没钱，想做事

就有钱！“不难”也是因为“想”，因为“有心”。

因为“有心”，胡善信想干事，能干成事；

也是因为“有心”，胡善信“旧难”去了，又添

“新难”……

这次第，怎一个“难”字了得。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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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科技界力量凝聚科技界力量
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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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通讯员 陈长记）魏后凯
研究员提出的建设区域“陆港”支撑航空港建设的建
议被采纳，最终形成了郑州国际陆港“一干三支”铁
海公多式联运示范工程；38位院士、400多名专家
的建议，促进了我省智能装备产业、尼龙新材料产业
等十多个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出台……这些促进
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成果背后，是来自中原科技
智库的有力支持。

“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
务，是中央赋予科协的重要职责。”5月 28日，省科
协党组书记、主席曹奎告诉记者，近年来，省科协努
力将科技工作者的个体智慧和高校、院所、企业的科
研团队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在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目前已经
形成了三大“智库品牌”。

凝聚院士群体高端智慧，打造出“院士专家智库
论坛品牌”。省科协发挥自身优势，举办人工智能与
河南产业转型发展等 11期“聚焦中原”院士专家智
库论坛，邀请150多名院士专家参与，形成了多份高
质量的建议报告，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确定为全国科协系统高端科技智库建设典型，被
省委省政府列入“中原高端智库建设规划”。

凝聚全省科研团队智慧，打造出“科技智库课题
研究品牌”。省科协把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作为推动
科技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三年来组织开展了 204
个重点、专项和自选课题研究，成为凝聚全省科研团
队智慧和直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有效载体，为
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
供了重要通道。

凝聚一线科技人员智慧，打造出“科技工作者状
况调查品牌”。依托设在我省学校、医院、企业等科
研、生产一线的 25个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
点，常年开展各类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和信息采集
上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次全省科技工作者状况大调查，出版了45万余字的
调查报告，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与优化科技
政策、人才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③6

□本报记者 曹萍

5月 31日，是第 33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
题是“保护青少年，远离传统烟草和电子烟”。如今，

“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专家提醒，一
手烟、二手烟对人体有害大家都不陌生，其实隐蔽的
三手烟同样有害健康，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青少年
和婴幼儿更要远离。

二手烟也称为环境烟草，即不吸烟的人被迫吸
入了烟草燃烧之后所产生的烟雾。我国是全球最大
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据统计，吸烟人数超过 3
亿，另有约 7.4 亿不吸烟人群正遭受着二手烟的伤
害。其中，72.9%的少年儿童在家、公共场所或公共
交通工具中暴露于二手烟之中。

那么什么是三手烟呢？“烟雾中的尼古丁等有毒
化学物质会附着在吸烟者的衣服甚至皮肤上，以及室
内的墙壁、床单、地毯等物品上，在这样的环境中停留、
或与这些人亲密接触，就会受到三手烟的危害。”5月
30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
主任王静告诉记者，在密闭、空气流动较差的空间内，
有毒物质会停留较长时间，容易被人们忽视。

“一定要做到进家不吸烟，吸烟的父母回家后应
该洗澡换衣服，当然最彻底的办法是戒烟，让孩子接
触不到三手烟。”王静说。

有些人会利用电子烟作为过渡进行戒烟。王静
表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电子烟对健康也是有危
害的，并不能起到戒烟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研究
表明：电子烟的气雾含有尼古丁等有毒物质，而且电
子烟装置的加温速度过快，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醛
的剧毒物质。此外，电子烟同样面临二手烟的问题，
尼古丁、丙二醇等有毒物质可以通过电子烟的自主
流烟雾（吸入人体后排出的烟雾）进入外部环境。

如今，很多医院都开设了戒烟门诊，可为戒烟者
提供专业的指导。王静说，“目前到门诊来寻求帮助
的人并不多。戒烟门诊会为患者检测体内一氧化
碳，判断吸烟程度，然后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也会
通过药物帮助戒烟者慢慢脱离烟草依赖。”

王静说，全社会需要共同营造无烟环境，保护自
身健康，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③5

■关注第33个“世界无烟日”

电子烟、三手烟
危害不可忽视

凝聚科技界智慧
打造中原科技智库

□本报记者 陈慧

这是农民的喜日子，也是“郭小麦”的
丰收季。

5月 25日，西平；5月 26日，漯河；5月
27日，荥阳；5月 28日，博爱、温县；5月 29
日，许昌；5月30日，滑县、淇县；5月31日，
漯河……河南麦收的这些天，“郭小麦”一
直心在麦地、脚在路上。

“郭小麦”就是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
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财，这
个称呼是农民朋友送给他的。

从事小麦栽培技术研究 40多年，67
岁的郭天财有很多农民朋友。

5月25日傍晚，记者随他去西平县二郎
镇张尧村麦田。不到俩月，郭天财来西平四
次。

“郭老师，又把您盼来了，快看看我这
麦咋样？”种粮大户张四新迎上来，两人手
拉着手径直走向麦地。

“浇了几次水？啥时候浇的？”“浇了
两次，一次出苗前，一次20多天前。”

“第二次浇得有点晚了，应该在小麦拔
节至孕穗期浇。”郭天财弯腰拔出一束麦子看
看根系，搓了一个麦穗数数粒数，看看籽粒饱
满度，“还不错，就是有点旱。要是能早点浇
水，收成肯定比现在强。”

迈入田间地头，郭天财就像医生坐到
了听诊席。“五一”前他到豫南地区指导群
众防治条锈病、赤霉病。到了临颍，十多
个种粮大户围着他，争相拉他去自己的麦
田“问诊”。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防疫
就听钟南山，种麦就听‘郭小麦’。”

小麦高产一靠良种，二靠良法。与培
育良种相比，小麦栽培技术研究立项难、
写论文难、出成果难，许多原来从事栽培
研究的科研人员纷纷转行。有人劝他改
行，他委婉拒绝，说：“栽培我还没有弄明
白，咋能去搞育种呢？”事实上，是因为农
民太需要栽培技术了。“你不能光给他一
个好品种，你得告诉他咋种咋管才能投入
少产量高效益好。”郭天财说。

搞栽培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条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融入丰产
中”，向实践学习。小麦一年生长周期240
多天，他能在田间地头180多天。40多年
寒来暑往，郭天财研究集成了小麦高产栽
培技术体系，首创了小麦/夏玉米万亩连片
亩产超吨半粮（亩产1524.74公斤）和小麦
亩产超 800公斤的高产典型，并积极为各
级政府提供技术咨询。

“五一”劳动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撰文回忆他的农业科学家朋友，说郭天财是
小麦高产的“田保姆”，赞誉他是一名“上得

厅堂，下得厨房”的小麦专家，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专门视频连线听
郭天财讲苗情墒情和麦田管理措施。

5月29日，许昌建安区，风吹麦浪，满目
金黄。“郭小麦”有了新梦想：“我省小麦亩产
已经超过430公斤，吃上白面馍早就不成问
题。今后要让大家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积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小麦品质搞上
去，把水肥药降下来，实现粮食安全与现
代高效农业相统一，让老乡们挑上‘金扁
担’。”郭天财说。

话音未落，手机又振动了。郭天财的
手机号早就向全省农民公开。郭天财说，

“6月3日不行，4日赶到你那儿吧……”
踏着丰收的鼓点，“郭小麦”又出发

了。③5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5月 31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当日
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 4406万亩，占
种植面积的 51.5%。全省机收跨区作
业有序进行，豫东、豫中地区开始大规
模收获。

省农机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今年麦收中，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 18
万台以上，目前，全省麦收进展顺利，
截至5月 31日 17时，我省已收获小麦

4406万亩，占种植面积的51.5%，当日
投入联合收割机 9.4万台。南阳麦收
基本结束，邓州、驻马店、新蔡、信阳已
收获 98%以上，进入扫尾阶段。平顶
山已收239万亩、占比92%，漯河已收
164万亩、占比 70%，周口已收 618万
亩、占比63%，固始已收51万亩、占比
89%，鹿邑已收 97 万亩、占比 85%。
郑州、许昌、商丘、开封等地开始大规
模收获，麦收进度不断加快。③6

全省麦收过半

年轻“麦客”挑大梁麦田里的宣讲会 机收会战保丰收

[新乡] [开封] [漯河]

□本报记者 刘亚辉

麦浪滚滚，麦香阵阵。5月 29日下午，新乡市
延津县榆林乡大榆林村南的麦田里，一派丰收在
望的景象。前一天晚上刚从北京返回郑州的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部
长党永富，赶到这里向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当地群
众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下团组
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都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作为咱们河南的代表，
我感到很自豪，也感到责任很重。”党永富站在麦
田里，打开了话匣子。

“感到自豪，是因为咱们河南是粮食生产大
省，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保障粮食
安全方面功劳很大；责任很重，是因为今年疫情冲
击下，党中央、国务院把保粮食能源安全列为‘六
保’之一，咱们更要加油干！”

河南农业大学副研究员王永华说：“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河南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农业科研的
同志，就是要把技术用到田间地头，用到良种良法
配套上，努力做到粮食高产高效。”

党永富接着说：“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
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落实落地。落实两会精神，咱们不能光
说不练。今天就请大家一起来测一下产量，看看使
用了化肥减量新技术的农田，效果究竟咋样。”

测量结果显示，在进行同样管理的同一块麦
田中，使用化肥减量新技术的小麦每亩产量 565
公斤，比没有使用该技术的小麦增产18%左右。

宣讲会在落日余晖中结束。麦田中，金黄的
麦穗随风轻舞，就像流淌着遍地的黄金……③6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司利强 叶中琳

“我这‘老伙计’跟我 5年了，年年‘三夏’征战
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夏’将至，眼瞅着又要

‘出征’了，今天到政府为我们指定的地点来保养
一下。”5月 28日，杞县裴村店乡刘堂村复员军人、
联合收割机机手陈文建拍着他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激动地说：“今天技术人员更换了机油、滤清器，清
洗了水箱，更换了蓄电池等。看看，这一保养，我
这‘老伙计’多精神。”

杞县把机收会战作为农业机械化作业的“重
头戏”，早安排、早行动，秣马厉兵备战“三夏”。组
织农机技术人员46人，深入乡村培训拖拉机手、收
割机手、修理工等 1400人，帮助农民检修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8万余台。

“光辉，你收到县政府发的今天的‘三夏’进度
服务信息没?”

“国旗哥，收到了，我现在在南阳的镇平县收
割麦子，明天这儿就收割完了，后天我回咱县时，
还会带回外地的22台收割机参加咱县的机收大会
战，咱县农机局要给他们发放‘跨区作业证’，还免
费保养机械呢！”

收割机手胡国旗放下电话，说：“麦收期间，杞
县农机部门每日为近 600名农机手免费发送服务
短信，及时为农机手提供全省各地作业进度、天气
预报等信息，引导农业机械有序作业、合理流动。”

“三夏”在即，杞县以“六保”作为实现“六稳”
的着力点，多策并举保粮食经济稳中求进。

“我们组织签订了大型联合收割机作业合同
200份，发放‘跨区作业证’200多个，成立跨区作
业服务站16个，取得交通、气象、通信、石油等有关
部门的支持，组织大型联合收割机 3906
台，保杞县境内小麦机割率达 98%以上。”
杞县农机局负责人胸有成竹地
说。③6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杨光

麦收时节，各地的“麦客”驾驶着收割机，从南忙到
北。他们结伴而行，互相帮衬，辛苦又甜蜜。记者在漯
河的麦田里发现，这个群体中，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

今年 30岁的王斌和 28岁的万爽就是其中的一对
“麦客”夫妻。他们来自山西临汾，已经有6年跨区域收
割经历。今年，他们先在南阳市、平顶山市等地进行收
割，5月 26日抵达漯河市召陵区。一台收割机每天能
够收割 100多亩小麦，每亩收费 50元。“今年的收割
机比往年多，竞争比较激烈。不过，趁年轻出来跑
跑，总归是好事！”5月 28日，在漯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姬石镇韩庄村，戴着防晒帽和防晒手套的
万爽，注视着在麦田内一趟趟循环收割的丈夫，
眼里充满了幸福。

同为“麦客”夫妻的还有来自河北邯郸的
卜丽霞和丈夫。30多岁的卜丽霞已经到漯
河收割十多次，称得上是“资深麦客”了。

“农机就是现代农业的‘金扁担’，这
几年年轻机手确实越来越多。”漯河市
农机推广中心负责人说，年轻人头
脑灵活，信息灵通，他们是促进
农业生产现代化
的新生力量。“金
扁担”越多，粮食安全
就越有保障，乡村振兴
就越有希望。③9

扫码看视频

▼5月 30日，大型收割机在商水县郝岗
镇吕场村田间抢收小麦。⑨6 吕耀光 摄

▲5 月 29 日，孟州市
化工镇黄河滩区的连片农
田宛若大地调色板。⑨6
白水平 摄

2019年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显示
过去5年

初中学生现在吸卷
烟的比例明显下降

初中学生现在使用电
子烟的比例显著上升

现在吸卷烟的比例
为3.9%

与 2014 年相比下
降2%

现在电子烟使用率
为2.7%

与2014年相比上升

1.5%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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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老支书的“难”与“不难”

帅洼村位于光山县
城西南 35公里处，地处

山区，群山环抱，苍松翠柏掩映，东西走
向的九架岭山脉横穿全境，库容 300 万
立方米的千鹅冲水库镶嵌其中。

帅洼村耕地 1340 亩，山林面积 1.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8%以上。区域面
积 16 平方公里，现有 19 个村民组，526
户，2066人。2018年，村里 21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

帅洼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
国生态文化村”“国家森林乡村”“河南省生
态村”“河南省水美乡村”“河南省新型农村
社区建设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③5

““郭小麦郭小麦””的新梦想的新梦想

制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