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本版编辑 田 巍 韩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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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为革命战斗已二十余

年，死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死，

死得其所。你们不要忘记我们家

几辈子受苦受难，今天能当家作主

做新中国的主人，不要忘记教育后

代，永远听党的话，革命到底莫回

头。”这是喻求清烈士牺牲前在书

信中叮嘱妻子和弟弟的一段话。

喻求清，1913年 3月 18日出生

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原谢江乡

谢江村新屋里。7岁开始给地主放

牛，一年下来仅二元光洋的工钱，

还时常遭到地主的打骂。不公平

的世道摧残着他幼小的心灵，使他

恨透了那吃人的社会。

1930年，喻求清积极投身革命

活动。他以自己从当放牛娃到长

工，遭受地主欺压的苦难经历，深

刻揭露地主欺骗剥削劳动人民的

事实，使新屋里的群众逐渐觉醒，

纷纷投入革命斗争。

同年 7月，喻求清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参加湘鄂赣独立师。1933
年 8月，红 16军整编为红 16师后，

喻求清担任第 47团特务长。1934
年，红 16 师在一次战斗中遭受惨

重损失，部队给养困难。为解决第

47团的给养问题，喻求清在敌人严

密封锁的险恶情况下，多次率领几

名供给员，从敌人眼皮底下搞到粮

食，为部队解了燃眉之急。

1937年 9月，喻求清以新四军

工作人员身份驻在嘉义镇。喻求

清遵照党的指示，创办学校，吸收

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开展民族统

一抗日救国教育活动，引导青年们

走上革命道路。

1938年，喻求清带领“民生队”

进步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开赴江南

抗日前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

后，在 1月 9日的激战中，喻求清身

负重伤，奉命在当地一户老百姓家

里隐蔽养伤。伤愈后，喻求清由党

的民运工作者引路，渡江到达皖北

新四军驻地。不久，喻求清加入新

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七团，随后参

加了苏南有名的“黄金山三战三

捷”战斗。

抗美援朝期间，喻求清任第 20
军后勤部副部长。于 1951年 5月
13日晚在朝鲜战场上执行任务时

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时年 38岁。

平江县史志办工作人员李双

龙说：“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喻求清同

志始终浴血奋战并且多次负伤。

新中国成立后，他谢绝组织要他休

养的关照，毅然投身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斗中，展现了一位共产党

人的崇高风范。” （据新华社）

喻求清：革命到底不回头

喻求清像 （资料照片）他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走出来，

在首都学成后毅然回到生他养他的

红土大地。实验室和家里的“两点一

线”，支撑起 10多项课题、多项关键技

术。他虽为“80后”，却已为西部边疆

地区培养出一批优秀科技人才。

他就是第 23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昆明理工大学复杂

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研究所所长那靖。

从边疆农村走出
来的科学家

2010 年，那靖从北京理工大学

博士毕业，当时他面临很多选择：母

校直接留校、去其他高校任教，而他

最终选择了回到昆明。

“留在北京或者去其他发达地

区高校，做研究的环境和条件都会

更好。”那靖坦言。当时云南在机电

控制系统领域的研究水平比较落

后，自己并非没有犹豫过。但是“家

在这儿，根在这儿”的乡土情结让他

没有考虑太多。“能回来把云南的学

生带起来我就很自豪”。

那靖出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

一个农村，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他

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多读

书。“从小家里经济很紧张，父母都

很辛苦，但他们总是说‘你们能读到

哪里我们就供到哪里’。”那靖说，在

这样的环境下，三个孩子都很懂事，

两个姐姐分别读到硕士和本科毕

业。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学习上的

事情根本不用父母操心。

这位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农村

走出的“80 后”，在科研的道路上一

路闯关。 2011 年，那靖被选派到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俗称“人造

太阳”大科学工程）工作两年；2015
年，又入选欧盟顶级人才计划“玛

丽·居里学者”，由学校公派到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从事合作研究。

从西部落后地区到国内 985 高

校，再到国际顶尖大学的求学经历，

那靖深切感受到西部地区教育、科

技比较落后的现实，一心想为改变

这种落后面貌做些事情。“比起高薪

和优越的条件，为家乡奋战更有意

义。”那靖说。

练好内功才能更
好为国奉献

回到云南，那靖面对的是经费、

场地、实验平台短缺的现实。在学

校和学院的支持下，那靖每天加班

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从申请项

目到申报经费，从打造平台到组建

团队，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

从研修室回到宿舍休息。

那靖说：“练好自己的内功，根

据国家需要研发出自己的东西，才

能更好地为国家作贡献。”

控制系统好比机电系统的大

脑，广泛应用于航天器、机器人等各

类装备上。控制系统的精度、可靠

性及智能化程度一直是国家科技水

平和工业实力的重要体现。英、美

等发达国家从 20世纪中叶开始投入

相关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先进经验

技术，而我国开始相关研究起步较

晚，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

从光刻机（制造芯片）、发动机到机

器人，高精度控制系统研发一直是

相关产品研发进展的瓶颈之一。

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在发达

国家工作的经验，让那靖深刻意识到

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控制理论结合的

重要意义。“这将提升系统智能化程

度。”那靖一直潜心于复杂系统建模及

智能控制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并围绕

该方向在核聚变、汽车及巡飞器等领

域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成果。

那靖还跟记者分享了一个故

事：有一套进口的实验系统要卖 27
万元左右，但当时购买经费紧张，时

间有限，而正在进行的科研又不能

停。最后那靖带领学生们一起努

力，花了很短时间做了两代产品，不

但解决了由于研究经费不足无法购

买进口设备的困窘，还打破了相关

产品的国际垄断。“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大大

提高。”那靖说。

高校教师应当履
行好三重使命

王彬今年 9 月即将到西班牙加

泰罗尼亚理工大学公派读博，“没有

那老师的推荐和他以前就建立的合

作关系，我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

出去深造。”王彬说。

为了利用国内外先进平台培养

优秀科技人才，那靖与英国伦敦大

学、布里斯托大学以及西班牙加泰

罗尼亚理工大学等合作，推荐并选

送了多名博士生、硕士生赴这些国

际名校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

在那靖看来，高校教师应当担

负三重使命：教书育人、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

那靖注重因材施教，他说：“学

生刚来，我就会了解他们的兴趣点

和特长，根据这些进行有针对性的

培养，有的适合做理论研究，我就引

导他们进一步在理论前沿探索，有

的动手能力强，我就安排他们多做

实验和工程实践。”

近五年来，那靖已经指导毕业

留学生 2 名，在读博士 5 名，硕士 16
名，指导研究生多人获国家奖学金、

云南省优秀学位论文等。在那靖的

努力下，一批国际知名学术会议被

引入到云南，为云南的科研工作者

和学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搭建了良

好的平台。

王彬告诉记者，那靖不但学术

上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对待论文和

实验特别认真，他自己也特别勤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学生。“老师

工作特别拼，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

我们晚，我们经常感到很惭愧。”

“学生们都很争气，不管实验还

是论文都做得很扎实。”那靖说。⑥4
（据新华社）

时刻牢记科学家的使命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由

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联合主办的

2019年“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

暨“巾帼好网民行动”24 日在京启

动。活动旨在汇聚网络用户、网络

平台和社会组织的巾帼正能量，让

网络空间更加清朗、温暖。

今年的“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

活动以“巾帼好网民 礼赞新中国”

为主题，通过实施“巾帼好网民行

动”，引领带动更多女性网民提升网

络素养，明辨大是大非，在网络空间

理性发声、阳光跟帖，让由衷感恩

党、礼赞新中国成为网上最强音。

“我们期待，每一位网络用户、

每一个网络平台、每一家社会组织，

都成为‘巾帼好网民’大家庭中的一

员，用你们的正能量绘就网上网下

‘同心圆’！”巾帼好网民代表向广大

女网民发出活动倡议。

据介绍，自 2017年全国妇联和

中央网信办联合启动“争做巾帼好

网民”主题活动以来，这一活动在各

地蓬勃开展，“争做巾帼好网民”在

广大女网民中蔚然成风。⑥5

巾帼好网民 礼赞新中国

2019年“争做巾帼好网民”主题活动启动

爱国情·奋斗者

本报讯 （通讯员王 爽）6 月

20日，《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

量年度报告》新闻发布活动举办，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喜获全国

高职院校“教学资源 50强”称号。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

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

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汇集了全

国 1344所高职院校发布的院校质

量年报，以及 1155 家企业年报数

据，以第三方视角，通过建立由学

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政策

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

力构成的“五维质量观”，从而引导

高等职业教育强化内涵、提升质

量。本次发布活动，来自全国 186
所高职院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麦可思研究院等教育研究机

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等组织代表近 400 人

现场见证了报告发布。⑥5

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 50强”名单公布

河南工院喜获殊荣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亚）日

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公

布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

国 2666 个传统村落榜上有名，我

市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村石窝坑

村和方城县柳河乡段庄村王老庄

村两个村落入选。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

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现存比较

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

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入选第

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条件包

括：历史文化积淀较为深厚，选址格

局肌理保存较完整，传统建筑具有

一定保护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良好，村落活态保护基础好。⑥4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出炉

我市两村落上榜单

本报讯 （记者扈 玲 王潇
宇 特约记者李 生）日前，市住建

局结对帮扶技能培训开班，社旗县

80名农民接受建筑技能培训。

市住建局的授课人员科学设

置培训课程，严格拟订培训大纲，

精心编写教学计划，规范使用培训

教材，确保听课农民学到一技之

长。参加培训的农民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一定认真学习，不错过这次

培训的大好机会。外出打工回乡

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我刚成年就去

外地打工了，一干就是 15年，但是

我没有建筑技能证书，不能承包工

地，只能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现在

好了，政府来免费授课，以后我就知

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努力了。”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结对帮扶社旗县的工作安排，

市住建局坚持精准帮扶、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统一安排部

署，强化责任落实，提高帮扶质量，

巩固帮扶成效，在加强人才协作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⑥6

结对帮扶培训技能

本报讯 （记者孟新生）6 月 24
日，据省教育厅官方微信消息，今年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正式划定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一

批：文科 536分、理科 502分；本科二

批：文科 447分、理科 385分；高职高

专批：文、理科均为 160分。

6月 25日零时开始，考生可通过

3 种方式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

结果。有 3个网站可供查询，河南省

教 育 厅 网 站 ( http://www.haedu.gov.
cn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 http://

www.heao.gov.cn )，河南招生考试信

息网 ( http://www.heao.com.cn )，河南

省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
https://pzwb.heao.gov.cn )；考生也可

赴各县 (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

务大厅查询，招生院校网站亦可查

询录取结果；除此之外，为更好的服

务考生，今年将通过普通高招考生

服务平台，以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

电子成绩单、录取信息以及高考体

检报告。考生对成绩有疑问的，可

于 6 月 27 日 18:00 前持本人准考证

到县 (市、区)招办提交申请，逾期不

予受理。复核只检查是否漏评、分

数合计是否存在差错 ,不复核评分宽

严。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县 (市、

区)招办领取复核结果。

省招办提醒考生，6月 25日 8时开

通网上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可分 3次
进行志愿填报。6月 25日～28日填报

军队招飞、本科提前批（公安司法专科

随该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

类：本科提前批、本科A段、本科 B段，

专升本，对口招生本、专科志愿；6月 30

日～7月 4日填报特殊类型招生志愿

和本科一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

科二批志愿；7月 6日～10日填报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⑥2

我省高招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普通类本科一批：文科 536分 理科 502分

本科二批：文科 447分 理科 385分

开展宣传教育
严防溺水发生

本报讯 （记者曹立峰）“我们班

里专门举办过防溺水班会，学校也

给我爸手机上发了提醒”，6月 24日
上午，面对记者的提问，宛城区五里

堡街道辖区吕庄小学的李想认真地

回答。像李想一样，现在五里堡街

道辖区内 8000 多名中小学学生已

知道这些常识和提醒。

在暑假到来之前，五里堡街道

在辖区 6所中小学开展防溺水知识

宣讲教育，在辖区危险水域设置防

溺水警示标志 20余个，在各社区准

备救生衣、强光手电筒、绳索等应急

救援器材 50余件。⑥2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少佳 通

讯员周建玉）镇平县把“厕所革命”

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实，采取符合

乡村实际的建改模式，确保标准规

范，质量达标，特色鲜明。

该县选择杨营镇尹营村、程庙

村、沙家村开展试点工作，县财政拿

出 60万元用于试点改厕 500户，每

户补助 1200元。同时，将 2018年危

房改造指标 2519户易地搬迁户纳

入改厕规划，配建室内卫生厕所。

积极鼓励生活富裕的农户率

先开展室内改厕 ;对于部分受房屋

格局和经济条件限制，短期内难以

进行室内改厕的农房，加强卫生知

识宣传，免费发放生石灰、消毒液

等厕所消毒用品，提升室外厕所环

境质量。⑥2

推进“厕所革命”打造宜居乡村
本报讯 （记者段 平 通讯员

程艳丽）连日来，卧龙区卫生计生

监督所组织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在辖区中招各考点学校和师生住

宿地、宾馆开展公共卫生监督检

查，消除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确

保中招考试期间广大师生的健康

安全。

执法人员对全区各考点、考生

住宿地、考点周边公共场所的环境

卫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情

况进行现场检查；针对各考点学校

和师生住宿地宾馆发现的卫生安

全隐患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了

整改意见，并对各考点和住宿地宾

馆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对检查

出问题的单位，要求其立即整改到

位，做到“零隐患，无差错”。⑥2

加强监督检查 护航考生健康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6月
23日晚，2019年 NBL全国男篮联

赛第十六轮开战，在市体育中心

主场作战的河南赊店老酒男篮势

不可挡，以 102∶ 57 大胜北京男

篮。⑥4

NBL全国男篮联赛第十六轮

赊店老酒男篮主场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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