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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豫剧《村官李天成》中有

一段经典唱词：“当干部就应

该常吃亏，常吃亏才能有所作

为；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

吃亏才能有人跟随……”把自

家的“金娃娃”拱手让人，表面

看是吃了亏。但王贵生说，当

干部不能计较一时得失，肯吃

亏、愿吃亏、能吃亏，才能得到

群众拥护。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吃亏是一种境界、一

种担当，饱含了党员干部对

人民群众最朴实、最纯真的

感情。脱贫攻坚战场上，需

要的就是像王贵生这样能吃

亏、有担当的干部。③9

漫渡村是省定贫困
村 ，共 有 9 个 村 民 小
组 424 户 1918 人，耕
地 2601 亩，近年来通
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产业，带动 20 户
共 66 人脱贫，于 2018
年实现整村脱贫。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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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鸣

金秋时节，濮阳县王称堌镇漫渡
村的丝瓜大棚里，村民鲁喜仲正忙着
采摘丝瓜。不一会儿，绿莹莹的丝瓜
装了一筐又一筐，鲁喜仲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浓。

“你瞅瞅，这丝瓜长得多排场，个
头大，又鲜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鲁喜仲说，能靠着种植大棚丝瓜过上
好日子，最感激的人是村党支部书记
王贵生。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几年前，王
贵生率先在村里建起塑料大棚，发展
设施农业，种植丝瓜、甜瓜，生活过得
有滋有味。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大
棚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第一年就建
起了29座塑料大棚。

眼看着村里不少乡亲靠种植大棚
丝瓜、甜瓜走上致富路，王贵生打心眼
儿里高兴。但当他想到贫困户鲁喜
仲一大家子日子过得紧巴巴时，又心
里直犯愁。

“他上有年迈多病的老父亲，下
有正在上学的孩子，中间还有一个残
疾哥哥，都需要人照顾。家里就老鲁
一个劳动力，却又没法儿外出打工。
让他像其他农户一样建大棚种丝瓜

吧，需要不少支出，
他 又 投 资 不

起，还怕

再把老本儿搭进去。”王贵生想来想
去，都没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咋办？总不能自己在一边“大鱼
大肉”，却眼睁睁看着村民过“粗茶淡
饭”的生活。王贵生说，自己是村干
部，又和老鲁做了大半辈子街坊邻
居，于公于私都得拉他一把。

2016 年，为了帮鲁喜仲摆脱贫
困，王贵生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家的
一座大棚无偿转让给他。不仅如此，
他还要手把手教老鲁如何科学种植。

这一个棚二亩多地，按照市场行
情，捯饬好了，一年下来，在家门口就
能赚三四万块钱。王贵生把大棚无偿
转让给鲁喜仲的消息传出后，很多村
民不解，都认为他这个村支部书记“吃
大亏了”。

村里还有一个贫困户叫冯瑞先，
和老鲁家情况差不多。冯瑞先的丈
夫患有疾病，她想出去打工挣钱，却
又腾不出手。王贵生“一视同仁”，又
将自己的另一座大棚无偿转让给她。

眼看着自己家辛辛苦苦盖起来的
大棚一个个“拱手让人”，王贵生的家
人心里不舒服，平日里他也没少落埋
怨：“这村干部当的，没落到好，还成冤
大头了。”“当村干部，哪能光想着好
处，就是要能吃亏！”王贵生总是这样
宽慰家人，“而且，也不是没落到好，你
看，老鲁和冯瑞先两家现在日子过得
不是挺好的？看着咱吃亏了，实际在

群众中吃香了！”
自从有了蔬菜大棚，鲁喜仲和冯

瑞先的干劲儿越来越大。“现在日子
比以前好多了。为了让俺们过上小
康生活，王支书把自己家的大棚都送
出去了，还义务指导俺咋种、咋管
理。要是不好好干，咋对得起他的一
片好心？”冯瑞先说。

“像鲁喜仲、冯瑞先这样的家庭
情况特殊，作为村干部，我有义务帮助
他们脱贫。”王贵生说，将大棚无偿转
让给贫困户，自己吃点亏不算啥。而
且，他还能腾出手来想办法发展村集
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奔富路。这不，在
王贵生和驻村扶贫干部的带领下，村
里还搞起了双孢菇种植业和鹌鹑养
殖业，依托这些特色产业，村民每年可
增收3万—5万元。目前，漫渡村已发
展鹌鹑养殖户26户、丝瓜大棚42座、
双孢菇恒温大棚9座。村里还成立了
农业公司，吸纳贫困户参股分红，让群
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亏了自己，富了全村，这何尝
不是一种福气？”王贵生笑着说，只
要能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一切都
值得。③9

“吃亏书记”的福气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上接第一版）亟待发掘、研究、展示。”省考古
学会会长孙英民说。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深入推进，全省沿黄城市迸发无限热情和澎
湃动力，商丘也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与压力。

今年8月 27日，商丘博物馆馆长王良田
参加了一场殷商文化座谈会。“躬身自省、蹈
厉奋发”，在文博领域工作35年的他，用8个
字抒发感受。

这场由市委主要领导主持的座谈会开宗
明义：“今天不许空谈、不讲传说，凭着对商丘
的热爱，谈如何实实在在地干。”

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议，结束时间一拖再
拖。当主持人不得不宣布结束时，仍有专家
像课堂里的学生一样，举着手说“我再补充最
后一句”。

时隔多日，翻看近3万字的会议记录，依
然能感受到——

一种不甘边缘的冲动：
“黄河流域区划不能缺少商丘”“缺失商

丘区域的历史文脉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周延
的”……

一种正视差距的自省：
“商丘文化太古老，文物呈现太薄弱，重

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影响力、辐射力、
知名度不足”“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品牌打造、
文化发展进程差别较大”……

一种迎头赶上的迫切：
“要科学推进考古发掘，争取早出成果、

多出成果”“通过学、研、说、做全面梳理殷商文
化的时代价值”“要主动对接、全面融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

奋起直追，商丘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重点科研基地商丘

工作站、殷商文化研究会、商丘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陆续成立；《殷商文化研究》《一城阅尽五
千年》等一批书刊出版；一批青年才俊加入古
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队伍；《推进殷商文
化之源和商丘古都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实施
专案》出台，提出讲好殷商之源故事，奏响黄
河文化大合唱商丘强音。

商丘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出，只有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保护好、传承
好、开发好光辉灿烂的文化资源和丰厚鲜活
的文化遗产，才不会错过商丘文化发展的最
好机遇期。

迈向前沿的奋进姿态

今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强调

“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
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

拥有 136公里黄河故道和“世界湿地公

园”的商丘，正努力把文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
发展优势。

民权县城东北，黄河故道南岸大堤下，便
是“庄生梦蝶”之地任庄村。这个曾经是“一
碗饭、半碗沙”的小村庄，如今粉墙黛瓦、秋水
如泓，宛若江南水乡。

在黄河故道生态环境优化和“河南塞罕
坝”申甘林带的“庇护”下，任庄村逐渐走出风沙
盐碱的阴霾，依托生态旅游服务，实现环境、村
容、生活三跨越。“春夏秋三季，村里群众卖凉皮
每月能卖1万多元。”该村宣传干事吴先光说。

生活好起来的村民们建起了文化活动
室，黄河故道文化景点、历代治黄名人、黄河
岸边重大事件等文化元素随处可见，黄河书
场以及村民自发举办的摄影展也吸引不少游
客、村民。

“来的人都说我们这里有灵气。”该村党
支部书记任旺林说。

有灵气，就能聚人气。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10月 15日，

离任庄村100多公里外的永城市芒砀山景区
云雾蒙蒙、红叶似火。刚刚过去的“十一”长
假，12万人涌进这个5A级景区。

“我在全国很多地方看过汉室墓葬，但这
里最让我震撼。”来自山东济南的游客任家强
说。

逛完了、走累了，不少游客来到景区脚下
的“芒砀小院”，喝喝茶、歇歇脚，体验农家小院
的惬意。传统豫东村落与现代时尚融合，原
本破旧的小村庄成了网红打卡地。

“文化旅游是注意力经济。打造文化体
验与旅游消费的新载体，让民间传统文化活
起来，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永城市旅
游发展集团总经理鲁玉说。

有人气，就能生财气。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

引着投资人的目光。今年华商节，70个项目
成功签约，总投资 382亿元；去年 10月，江、
浙、沪、皖的500余名侨商客商，为商丘带来
23个签约项目，总投资266.2亿元。

有财气，更能强底气。
作为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家“一带

一路”和“八纵八横”高铁网络节点城市，商丘
秉持“规划、保护、传承、弘扬、融合”理念，坚持
文化引领、产业融合、生态优先、开放合作、创
新驱动，大手笔谋划国家殷商之源文化大遗
址考古公园和黄河故道生态文化旅游长廊项
目，努力叫响“华商之都”“好人之城”“科幻之
旅”“戏曲之乡”“红色之地”等特色品牌，全力
建设商丘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多年前，商丘探索传统农区跨越发展有
效路径，喊出“不甘边缘，走向前沿”；如今，这
座曾站上过历史巅峰的城市，向着全省文化
大发展第一方阵，阔步迈进。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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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学院：跨界融合 助力中国智造
——聚焦我国首个本科层次3D打印学院学科建设

□代娟 苏辉 田文强

10月 26日上午，以“跨界融合，助
力中国智造”为主题的第三届高校院
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 3D打印技术
创新论坛在新乡学院举行。来自清华
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的 6名专家，聚焦面向制造强国的工
程创新人才培养、增材制造技术等领
域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

事实上，这并不是新乡学院第一
次举办或承办与 3D打印领域相关的
高端论坛活动。从 2017 年召开河南
3D 打印技术研讨会，到成立河南 3D
打印产业技术联盟并为“新乡学院 3D
打印学院”揭牌，再到 2019年第二届
高博会的3D打印论坛，3年多来，在深
耕3D打印领域的路上，新乡学院创新
从未停歇。

新乡学院校长刘兴友表示，近年
来，该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响应“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战略，
深刻把握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新内涵，
举全校之力建设3D打印学院，开拓应
用型大学发展的新思路，走出了一条
跨界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路子。

瞄准应用导向“吃螃蟹”，创办
全国首个本科层次3D打印学院

3D 打印到底是什么？这种技术
对制造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3D打印是增材制造的俗称，它融
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
型技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通过
软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
挤压、烧结、熔融、光固化、喷射等方式
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制造技
术。这使得过去受到传统制造方式的
约束，而无法实现的复杂结构件制造
变为可能。

近年来，3D 打印取得快速发展，
它的研发和应用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热
潮，也成为加快实现推进工业化、信息
化的一个新兴产业。党的十九大提出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的发展战略。3D打印作为其中
一项代表性技术，已纳入国家重点发
展领域规划，希望通过推动这种增材
制造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那么，位于内陆城市的新乡学院，
缘何敢吃第一只螃蟹，创建全国首个
本科层次的3D打印学院？

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新乡
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精准定位，
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深化产教融合，通
过组建“协同育人创新联盟”，加强创
新团队建设，强化创新平台管理，深化
校企双向互动机制，推动应用型本科
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该院机电工程
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新能源材
料与电源系统研究所等在 3D打印技
术教学和研究方面，尤其是硬件设施、
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师资条件具有
优良基础和鲜明特色，为建设3D打印
学院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结合目前国内3D打印发展
面临的专业人才匮乏、创新平台协同
发展较弱等现实问题，新乡学院3D打
印学院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要以
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为主，构建适应
地方产业结构、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
学科、专业结构体系，打造 3D打印特

色专业，培养立足中原、辐射全国、综
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能够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和3D打印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办学定位。

跨界、融合办学，让在校生
未毕业被“就业”

“自 2017 年起，学院已经招收 4
届本科生，目前在校生 762人。其中，
首届本科毕业生 2021 年 6 月才能毕
业，但目前已经接到不少3D打印相关
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订单’，超过了毕
业生人数总和。”新乡学院 3D打印学
院院长高雪霞教授说。

由于3D打印增材制造涉及机械、
物理、材料、电气、计算机、艺术等多学
科领域，是一个典型的跨界融合的“新
工科”专业。因此，该专业对学生的要
求较高，毕业生的素质也相对较高。

为确保3D学院健康快速发展，新
乡学院为该院配备了一支多学科融合
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博士、副教授以上
教师占比达 70%，其中特聘院士 2名、
教授2名。

然而，由于 3D打印是新兴学科，
尚未收录在本科办学层次的教育部专
业目录之内。没有专业老师、没有专

业教材，学院便先在培训教师队伍、制
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同时，通
过奔赴多所知名高校进行调研论证，
深入企业找准课题内涵，邀请行业专
家进校与专业负责人以及骨干教师多
次认真讨论，花大力气编印校本专业
教材和教学讲义，几年来逐步探索形
成了该院独有的专业课程体系。

为培养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
该院还建成3D打印实验实训中心，并
经常性组织学生参加校内、校外3D打
印大赛。近 3年来，该院有近 20名学
生相继在国家级、省部级赛事中获
奖。该院教师也先后发表核心期刊论
文十余篇，获授权专利 6项，已申报在
公示专利20项。

该院还充分把握“跨界”特点，打
破院校和专业壁垒，与清华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和其
相应的科研机构及企业强强联合建设
3D打印学科专业。如今，该校设有材
料成型及控制工程（3D打印方向）、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D打印控制系统
方向）、软件工程（3D打印软件技术方
向）以及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实现对
3D打印材料、3D打印系统控制、3D打
印数字化建模、生物3D打印等方向的
人才培养。

不仅与业内相关高校和相应科研
机构及企业联合建设3D打印专业，新
乡学院 3D打印学院还积极融入郑洛
新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校
地、校校及校企合作，探索多方合力获

益的应用型高校办学新模式。2017
年至 2019年，新乡学院连续 3年成功
举办3D打印暑期夏令营活动，并举办
3D打印技术创新论坛，收到良好的社
会效果。

高起点规划办学，为中国智
造贡献新乡学院力量

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及创新创业
平台，为3D打印行业人才培养奠定了
坚实基础。2020年以来，该校相继获
批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河南省3D打印技术工程研究
中心，并发起与国内 100余家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组建河南省3D打印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20年，新乡学院申请近 3个亿
的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建设新乡3D打
印产业园，目前正在紧张建设，预计
2021 年下半年可投入使用。该产业
园建设主要分为 2部分：第一部分是
新乡学院与新乡市政府、西北工业大
学三方共建新乡新材料（3Ｄ打印材
料）检测评价中心；第二部分是新乡学
院与清华大学共建金属 3D打印生产
加工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新乡学院与新
乡市政府、西北工业大学三方共建的
新乡新材料（3Ｄ打印材料）检测评价
中心，立足于服务新材料测试评价、
服务测试人员教育培训和服务国家

重大科技项目，努力打造中国高端新
材料研制与测试评价的行业中心与
区域中心，力争建设具备统筹协调、
资源共享和认证服务等功能的检测
服务中心，为新乡市、郑洛新地区乃
至全国范围内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
略材料和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如 3D
打印材料、长寿命材料、极端环境服
役材料以及航空标准件管路件企业
提供优质的产品检测、失效分析、可
靠性分析服务和技术咨询，大大提升
了社会服务能力。

新乡学院与清华大学共建的生
产加工中心，则将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围绕金属 3D
打印制造技术，建设生产平台，培养
科研创新团队，开展金属 3D 打印生
产加工、技术研发、人员培训和成果
推广等工作，真正实现精准服务于行
业发展和社会需求。在校内，拟投资
建设生物 3D 打印实训中心，实现对
生物 3D 打印方向的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成果转化等。

“ 为 促 进 3D 打 印 专 业 快 速 发
展，我们已连续 3 年向教育部申请
增设《增材制造工程》目录外专业，
今年很有希望通过。”高雪霞表示，
面对新形势、新机遇，该院不仅积极
与驻地政府合作，共同建设一批高
端产业平台，还计划与清华大学及
相关企业共建智能制造学院，打造
3D 产业新高地，努力为中国智造贡
献新乡学院力量。

学生正用桌面3D打印机设计工艺品 曹旭 摄

第三届高博会3D打印技术创新论坛开幕式现场 高峥 摄

2017年4月，新乡学院3D打印学院成立揭牌 高峥 摄

从“前沿”到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