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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王府沟村位于栾川县狮子
庙镇东南部的山区，曾是深度
贫困村，下辖 10个村民组，有
370户 1273人，人均耕地 0.54
亩。村内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95户 363人。2018年，该村退
出贫困村序列；截至2019年年
底，已脱贫 93户 360人。近年
来，该村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
游产业，并建设了农家宾馆等
配套设施，村民吃上了“旅游
饭”，走上了致富路。③8

关注十届省委第八轮巡视

□本报记者 尹海涛 卢松

进入 7月，眼看着为期两个月的巡视
就要“收官”，突然接到开“巡视总结会”的
通知，并且每个人都要发言，省委第十二
巡视组干部刘丙国感到有些意外。

参加过 3轮省委巡视的他，还是头一
次遇到这样的总结会，两个月的工作经
历，确实需要认真回顾。

开这样一个“计划外”的巡视总结会，
省委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张春香的想法颇
有深意：两个月的巡视，每个人都干了什
么？学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让大家
拿出干货、亮亮家底。

7月 8日，巡视总结会如期进行，没承
想，大家纷纷讲起巡视期间亲历、难忘的
故事，座谈会开成了“故事会”。

“天热得要命，浑身是汗，家里停水，
吃水困难，也洗不成澡，请巡视组帮帮我

们。”刘丙国讲的“巡视故事”，发生于刚
进驻不久。负责信访工作的他接到不少
群众电话，反映的都是一件事：用水困
难。群众的求助背后隐藏着民生问题，
他迅速向巡视组领导汇报并建议转办，
要求当地党委政府立行立改。第二天，
巡视组即转即办，督促当地压减洒水车
频次、错峰向企业供水，优先保障群众生
活用水。

故事虽小，但刘丙国感受到，巡视干
部一定要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痛恨什么、
反对什么，就重点巡视什么、纠正什么”。

巡视干部田粮祯分享了一个“微故
事”。在焦作市山阳区审计账目时，巡视
组发现一家区属国资公司对子公司疏于
管理的问题，但在调查中，公司财务负责
人对巡视组的询问回答得“滴水不漏”，没
有破绽。巡视组另辟蹊径，在开展常规核

查公司账目、询问有关财务人员的同时，
安排另一拨人员“转场”与有关知情人员
进行个别谈话。经过深入了解，情况逐渐
清晰——该公司出于拓展业务的考虑，投
资设立了子公司，但对其子公司经营决
策、财务审计、资产状况等疏于管理，甚至
对子公司收购一家公司毫不知情，存在隐
藏的风险点。

“巡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及时发现问
题、推动解决问题、促进事业发展。”这件
事情让田粮祯对巡视工作有了更深的体
会，能否发现问题不仅考验其洞察力和
敏锐性，更检验其党性、作风和敬业精
神。

巡视总结会上，省委第十二巡视组25

名巡视干部，用亲身经历的巡视工作故
事，呈现了一幕幕难忘的瞬间：副组长仲
纪伦和正处级巡视专员孙兵为了解决焦
作市解放区四季花城小区消防通道被占
用问题，紧盯不放，先后 5次到现场督导；
副组长孙志安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上输
完液就投入紧张工作；巡视干部刘云鹏在
双脚浮肿的情况下，坚持白天工作，晚上
学习充电，经常加班到深夜……

“小故事里看使命担当。”张春香说，
巡视组抽调干部来自不同地方和部门，每
个人各有专长，“组团作战”为高质量完成
巡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讲述的
一个个故事，展现了敬业奉献和履职尽
责，诠释了初心如磐和使命如山。”③5

一场特别的“故事会”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彩彩出出 河南圆梦 康康小小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刘婵

在高考依然文理分科的当下，理科命题中

注入了诸多人文内涵。比如今年全国 I 卷理综

试题里，第一题就有关“公共卫生安全意识”，第

七题又涉及“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处处体现社

会热点、人文关怀。可见，人文素养与人文情怀

的培养只是高考文科所承载的功能，这个观点

早就落伍了。

教育如此，城市发展也是如此。一些靠制

造业传统做大做强的工业重镇，就像我们印象

中的“理科生”，严谨、缜密、冷峻，近年来却越来

越有“文科思维”“文艺范儿”了，致力于在城市

环境上精雕细琢、在文化资源上深入挖掘、在文

旅融合上擦亮招牌，正在转型升级、重新绽放活

力、迎来华丽转身。

笔者前几日到巩义市调研。作为传统的工

业重镇，巩义起初从矿山上起飞，似乎又将在矿

山下折翼——曾经的煤、铝矾土、硫铁矿、石灰

岩矿山，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挖掘，让当地人鼓

了腰包的同时，也渐渐成为环境和经济的拖

累。彼时巩义的焦虑感，就像一个成绩中上的

理科生，被埋在一堆复杂公式、茫茫题海中，提

升遇到瓶颈，唯恐被人赶超。

在危机中寻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一些曾

经不那么在意的东西，开始变得如金子般珍

贵。前段时间，双槐树遗址迎来考古重大发现，

让巩义因悠久历史文化当了一把“网红”。一鸣

惊人其实早有先声，从上海作家石磊站在石窟

寺感动不已写下《亲爱的豫》起，从历届杜甫故

里诗词大会跨越千里的感怀吟诵里，从伊洛河

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美景中

——工业城市中山水最美，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东都锁钥”巩义

擦去了脸上的煤灰，梳妆打扮起来，散发着文化迷人的芬芳。

俗话说，理工学得好，文科未必差，传统工业强镇打开文化空

间是一种“质变”，亦是一场“智变”，有其优势所在。虽说文化价值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不可否认，发展文化事业是需要投入真金白

银的。工业重镇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深厚积淀，能够为开拓文化领

域提供充足的财力物力保障，也完全有能力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

做得再多一点、再精一点。其自身具备的特殊文化禀赋更是无可

替代，比如一些“工业文化之路”旅游线路，那些富含铁锈、砖瓦斑

驳的厂房，诉说着昔日的激情岁月，宛如一部工业文明发展的“教

科书”。

当然，文化建设之于一座工业城市，必须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沉下心来进行，最难完成的是精神培育、品质锤炼和境界提升。至

今走进杜甫故里大门、徜徉双槐树遗址，都能看到不远处烟囱高

耸，或许只是游园一瞥，却足以从中感知这片土地前进中的踟躇：

当转型升级成为主基调，绿色发展成为主旋律，老工业区着笔“蜕

变”的故事该如何进一步写下去？

观念决定未来，思路决定出路。柳州的工业“退城入园”，杭州

动能更替建品质之区，佛山推动“城产人”融合……无数实例印证，

以文化为引领，以生态为底色，实现经济“气质逆袭”的同时，在集

体回忆、身份认同的文化因素中汲取精髓，将会为城市在竞争中创

新发展、脱颖而出注入新生的力量。

工业重镇的深沉、文化名城的深邃，工业发展的进行曲、文化

昌荣的圆舞曲，将共同构成更多城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华彩乐章。2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16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
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已完成投资310.7亿元。其中，普通公路完
成投资148.2亿元，占年度目标的74.1%；新改建农村公路5994公
里，新增11475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全省所有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上半年，面对疫情，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配合地方，设置疫情防
控卡点 2638个，累计投入 619万人次，检查乘客 6307万人次，有
效阻断了疫情通过交通运输渠道传播。

在疫情日趋平稳后，交通运输部门提前下达计划、拨付资金，
克服人员返岗进场难、材料供应难、疫情防控压力大等重重困难，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在建交通重点项目率先复工，普通干线公路、农
村公路、运输场站项目全面复工，迅速掀起建设高潮。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卫东表示，目前，该厅正在积极编制“十
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和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确
定未来一个时期河南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其中，到 2025年年底，力争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 10000
公里，新增通车里程3000公里以上，与河南经济总量相匹配。重
点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洛阳都市圈“多环+放射”高速路网和“三
山”区域内捷外畅通达网络，加强与邻省高速路网的互联互通，实
现“支线变干线、末梢变节点”，更好发挥路网整体效益。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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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路水路完成投资310.7亿元

我省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斌)谁能想到，昔日的穷山沟，如今每天
开直播，还要推网红景点？

7月 14日，在伏牛山和熊耳山接合
处的王府沟村，“90后”主播常长乐像往
常一样“开播”。她手持自拍杆，带网友
参观美丽的王府竹海景区。直播间里，
网友们在刷屏，“这是哪儿呀”“风景真
美，想去看看”……常长乐热情回应：“这
是我的家乡洛阳市栾川县狮子庙镇王府
沟村的王府竹海景区，这里竹林如海，更
有飞瀑景观，是国家 4A级景区，欢迎大
家来玩儿！”

“王府沟村曾是深度贫困村，又在大
山深处，以前来走亲戚的都少，现在外地
游客开着车组团过来，景区年接待游客

达 18 万人次，俺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了。”该村村委会主任楚建峰说。

变化要从 2018年说起。根据规划，
当年，村里建成了王府竹海景区。随着
景区的运营，村里一批“80后”“90后”回
来了，他们认为，景区开门迎客，游客肯
定要吃要住，于是自筹资金加上贷款，建
起了村里第一批农家宾馆。

景区有了，宾馆开起来了，咋样才能
聚人气？村里的后生们点子多。

景区工作人员贺文静负责运营景区
的今日头条号，她发布的文章中，哪篇阅
读量大、互动多，她都拿个小本本记着，
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写作技巧。“我做运
营时间不长，但是想努力做好，把美丽的
家乡介绍给更多的人。”小姑娘很有志气
地说。

农家宾馆老板楚建伟，平时喜欢在
抖音等平台上发布自家宾馆的视频，并
和网友互动。他还建有微信群，群里大
都是之前来过的游客。“每个月我都会在
群里发一些村里的美景，提醒游客该回

来看看了！还有游客专门私信我，要预
订房间。”楚建伟的宾馆开得风生水起。

美食也是“流量”。宾馆老板张晓
乐，平时就喜欢扒拉着手机看美食，自从
开了宾馆，她对美食更上心了，专门在手
机上下载了美食 APP，照着做。很多在
她家住过的游客都夸她饭做得好吃，甚
至有在别家住的游客，专门跑到她家来
吃饭。“回头客很多。”张晓乐难掩自豪。

如今，村里56家农家宾馆中，有超过

40 家挑大梁的都是村里的“80 后”“90
后”，他们有个共同点——手机玩儿得溜，
巧用手机流量，引来线下实实在在的客
流。背靠景区，每家宾馆年收入都在 10
万元左右，还能吸纳乡亲们打零工增收。

正值盛夏，村里的游客走了一拨又
来一拨。7月 16日一大早，楚建伟的微
信就响了。“明天又有一个旅行团要来。”
放下手机，他就骑着摩托车去镇上进货
了。③8

流量变客流 穷村变竹海

王府沟“流量自信”底气从哪儿来

王府沟村靠着发展旅游业脱了贫，然

而，脱贫只是第一步，奔小康是接下来的

“考题”。谁能解好这道题？必然是返乡

创业的年轻人，他们眼界宽广，见识过“外

面的世界”，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怀有“带领

乡亲们一起奔小康”的朴素情怀。面对这

道考题，他们的解答方法更多元：直播带

货、公众号推广、网上开店、口碑营销……

小康生活有多少种可能？这就好比

一道排列组合题，当这些解题方法加上

“千千万万个年轻人”这个元素，小康生活

的图景便会有千万种可能。③8

□孟向东 刁良梓 时树菁 付中欣

前 言
近年来，南阳师范学院坚定

不移地推进“转型升级、双轮驱
动”“特色引领、重点突破”“协同
创新、借势跨越”三大发展战略，
一步一个台阶，在把学校建成
“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区域高水平
大学”大路上高歌猛进，一路耕
耘，一路芬芳。一滴水可见太阳
的光辉，本系列从化学学科首次
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BIM
高薪就业、四个一本专业招生、
对外合作办学“高光”时刻、河南
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地方公费
师范生招生、“双创”澎湃发展热
潮等几个动人片段，看发展脉
动，听奋进弦歌。

就在前不久，一则喜讯传来：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

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
最新一期统计数据显示，南阳师范学
院化学学科首次进入ESI世界排名前
1%，数据覆盖范围为 2010年 1月 1日

到2020年 2月 29日。
ESI作为普遍用以评价大学和科

研机构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
指标，成为全球公认的判断学科发展水
平的重要参照，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
也普遍把ESI进入全球前百分之一、千
分之一的学科数作为建设目标。据最
新ESI数据统计，中国共有296所高校
的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新增 7所
高校，南阳师范学院位列其中。

这并非偶然。最近4年，该校化学
领域的自然指数排名均位居全省前列。

南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卢志文自
豪地说，厚积薄发，从量变到质变，化
学学科进入ESI排名前 1%，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学校科研质量与学术竞争
力，也标志着南阳师范学院学科建设
实现了新突破，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爱拼才会赢

炎热的夏季，在南阳师范学院东区
的校园里，大树亭亭如盖，显得格外清幽。

在校园西边一栋不起眼的教学楼

4楼，就是该校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化
学学科的实验室，管理员指着4楼西边
的方向说：“每天晚上熄灯最晚，经常
灯火通明到深夜。”

1987年出生的徐坤博士，年轻的
面庞，青春的活力，猛一看去，就像一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想象，他在
学术上是一员“老将”：近5年他发表在
SCI一区论文 20余篇，总被引1000余
次，其中四篇论文被选为 ESI 高被引
论文，单篇最高被引280余次。

璀璨的荣誉也纷至沓来，他前后
被评为中原千人-青年拔尖人才、河南
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

作为河南省光电绿色催化与药物
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坤除了
每周两次课之外，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
他腼腆地笑着说：“大家都是这样拼，良
好的学术氛围，让我们乐在其中。”

该校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现有专
任教师74人，博士学位53人。像徐坤
这样的年轻博士就有 30余名，年龄都
在40岁以内。

为让年轻博士快速成长，化学学
科在3年内共邀请36位国内外专家来
校讲学，组织校内教授、博士报告会22
场，研究团队内论坛 41场，外出参加
学术会议 180 人次。每年都有 1到 2
位教师出国进修，在“充电”的同时，广
泛开展科研合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5年内，化
学学科成员发表SCI、EI收录论文274
篇，其中一区54篇，二区66篇；获批国
家级科研项目 48 项，授权发明专利
115件，获得各类省级奖励13项。

7年磨一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化学学科迈
入高速发展轨道，由弱变强，只用了短
短7年时间。

从 2013年开始，南阳师范学院拿
出真金白银，开放思路，多渠道广揽天
下英才，正是这阵东风，让化学与制药
工程学院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人才
结构不断优化，成为推动化学学科蓬
勃发展的强劲动能。

最近三四年，更是一年一个台阶。
2017年化学学科被确定为省级一级重
点学科；2018 年获批了化学“工程专
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开始招生工程硕
士（生物与医药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
获批建设了两个省级研究生校外教育
创新培养基地，建设了“河南省光催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光电绿
色催化与药物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两个省级科研平台，同时获批了“河南
省光催化科技创新型团队”和“省教育
厅能源光催化科技创新型团队”两个省
级创新型团队；2019年化学专业在河
南省内施行了一本分数线以上招生，与
泰国曼谷皇家理工大学成功申报了“化
学专业”国际合作办学。

谢海泉 2012 年成为化学与制药
工程学院院长，见证了化学学科高速
发展的黄金时期。说到团队屡屡取得
不凡战绩的秘诀，谢海泉淡然一笑，却

透着自信：“重视人才、团队作战，不气
不馁、不骄不躁，成为学科乘风破浪的
定海神针。”

的确，只有团队作战，才可以凝聚
集体智慧，抱团求突破。该院化学学科
紧扣时代脉搏，结合国家经济发展，以
服务南水北调源头区域水安全战略和
区域经济发展为使命，形成了独具地域
特色的研究优势与学科特色。尤其是
生物无机化学、环境与能源光催化、绿
色光电有机合成3个团队，不断创造令
兄弟高校高看一眼的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在引进人才
的 时 候 ，就 注 重 研 究 方 向 的“ 黏 合
度”。从南阳师范学院毕业的金晓丽，
在读大学时，参与环境与能源光催化
团队的课题研究，极大提高了创新能
力，2019 年年底从哈工大博士毕业，
被南阳师范学院以杰出博士待遇引
进，再次回归该团队，“研究方向一以
贯之，得心应手，更有利于学科研究的
连续和精进。”金晓丽说。

这世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谢海泉坚定地
说：“化学学科必将乘风破浪，以更加严
谨的学术精神，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化学学科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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