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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智 张猛 文
!

图

-

月
+,

日!奈安股份河南远东生物

有限公司工程师党永富! 当选为联合国

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通讯院士" 然

而!之前!就连在北京为他颁发证书的联

合国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副院长马拉

扬#卡尔布什$鲁宾诺维奇教授也不知道

这位联合国 %洋院士& 的身份是一位农

民"

党永富! 商水县人!出身农民家庭!

也一直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 但他又不

是一般的农民"他连续
.,

年从事土壤污

染和生态治理! 他研发的肥料减量技术

与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 解除了许多

农民担心田地减产的心病! 每年可使我

国在肥料减量
+"!#

万吨的同时!新增粮

食
+###

亿斤"在国内!他被业界誉为&中

国治土第一人&!曾登上联合国讲坛宣讲

此项技术"他撰写的'土壤污染与生态治

理( 专著日前也正式出版! 为落实我国

%十三五&%两减一控规划&提供了理论教

材与技术支撑"

%我要通过我的技术把全国受污染

的土地都能焕发生机! 给子孙后代留下

更多的净土"&

-

月
+/

日!记者一行在西

华县产业集聚区奈安股份河南远东生物

有限公司采访党永富时! 他开门见山地

说"

农民当上联合国"洋院士#

谈起当选为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

全科学院通讯院士这项殊荣! 党永富显

得十分谦逊" 他说) %为什么国际社会

对我研发的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如此看

重* 我觉得是因为在全球污染日益加剧

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环境的

危机感日益增强+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根

本! 如何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土壤的污

染治理和可持续生产能力尤为重要"&

%大气污染看得见! 水污染看得见!

土壤污染却常被大家忽视"& 党永富说!

%其实! 土壤污染生态治理已经迫在眉

睫, 土壤污染主要来自化肥- 农药过量

使用+ 其残留污染土壤! 引起土壤酸化

板结! 引发土壤重金属活性增强! 还直

接带来雾霾天气与水污染问题+ 目前!

我国受污染耕地至少占耕地总面积的

+0+#

+ 汞- 镉- 铬- 砷等重金属污染!

不仅导致农作物的根 - 茎 - 叶全部枯

死! 还可能严重破坏人体生理功能! 甚

至致癌+&

党永富长期从事农业次生污染的治

理! 这对于人类而言意义非凡+ 通过近

+$

年的辛勤钻研和不懈努力! 他终于

研发出 %除草剂药害和残留防控剂 &!

有效地解决了预防除草剂药害- 解除除

草剂药害- 改差降解农药残留- 增产等

四个重大难题+ 与此同时! 他开展公益

性无偿救助显性药害面积
/##

多万亩

次! 为农民挽回损失
.##

多亿元. 累计

推广预防隐形药害
/###

多万亩次! 帮

助农民从当初的种地赔钱! 实现了种地

赚钱. 研发肥料减量技术! 为种粮农民

带来了更多收获"

党永富因此被誉为 %中国除草剂药

害和残留防控第一人&! 走上了联合国

生态环境讲坛"

"除草剂能除死草对人有害吗$

这个昔日的农家孩子! 为什么像敬

畏生命一样敬畏土地和粮食* 他又是如

何一步步撬开科学大门! 走出一条科技

富农之路的呢*谈起最初的梦想!党永富

说)%那是
+"//

年!在西安的亲戚给我带

回了两包除草剂!他告诉我!有了这个好

东西! 就不用顶着日头弯腰勾头在地里

除草了"我当时在欣喜之余!隐隐觉得不

安! 我在想能杀死杂草的除草剂真的对

庄稼没有一点害处吗* 我就想实验实验

看看究竟" &

就这样! 家里一亩二分的自留地被

他分成相等的两块!一块靠人工除草!一

块使用除草剂"结果!他发现打了除草剂

的小麦!颜色泛黄!返青也晚" 小麦收获

后!使用除草剂的地块少打了六七十斤"

%如果全国的土地都使用除草剂!不就会

造成大面积减产吗* &想到这里!党永富

心头一惊!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他决定

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年代!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

连除草剂都是个新鲜事物! 寻找破解除

草剂副作用的方法! 普通人更是想都没

想过"党永富四处求教!也没有得到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别人帮不上忙!就自己钻研"他尝试

用氨水-绿豆水-大蒜水-中药水等多种

方法解决除草剂副作用" 妻子邱银芝回

忆说)%那个时候他跟着了魔一样! 家里

炖了肉汤!都想洒到地里看效果, &

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党永富买来一

大堆专业书籍攻读!历经数年!他终于对

农药- 除草剂的作用原理有了较为深刻

的认识"

除草剂副作用防控%秘方$

.##+

年春天!党永富在一次实验中

发现!只要配比得当!他所生产的高纯度

医药中间体! 在解决除草剂副作用方面

有奇效" 苦苦寻觅
+,

年后!党永富终于

找到了解决除草剂危害的%秘方&, 经过

调试!他生产出第一个除草安全添加剂"

专家鉴定后发现! 添加剂中含有的奈离

子催化酶! 在催化降解除草剂残留方面

非常高效!可以有效防控除草剂副作用"

虽然可以确定新产品有效! 但对于

什么样的作物- 什么样的除草剂分别适

用什么样的配方! 还需要进一步的精细

化研究" 党永富决定带着产品到青海做

试验"一是因为那里土地租金便宜!可以

节省成本.二是他认为!如果在青藏高原

上试验成功! 就意味着产品功效基本上

不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的限制"

经过在青海连续
,

年的反复试验!

调整配方!终于生产出了成熟的产品!并

利用定向诱导控时技术! 将除草安全添

加剂与除草剂一起混用! 既不影响除草

效果!又能有效防控除草剂副作用"

经过实验! 使用安全添加剂每亩成

本不过十几元 ! 却可以提高粮食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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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这项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的技

术!后来获得了
$

项发明专利"

让"土地爷$健康起来

科幻电影'星级穿越(讲述了地球在

沙尘暴肆虐下粮食逐年减产! 人类不得

不到太空另觅生存空间的故事" 党永富

则认为!未来地球上的粮食不够吃!不一

定是沙尘暴惹的祸! 倒很有可能是因为

人类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耕地质量

严重下降带来的"

然而!空气-水是人直接面对的!空

气污染-水污染相对容易引起大家重视"

土壤污染!因其不能直观地看到!不容易

引起足够的重视" %世界上已经出现因为

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壤严重破坏!

不能再生长庄稼的先例" &党永富呼吁)

%土壤污染如果持续下去!将对国家粮食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绝不能步其后

尘, &

土壤污染容易! 修复起来却很难"

%

,#

多年前!政府开始推广化肥的时候!

农民根本不信任这种肥料! 有的甚至把

分给自己的化肥偷偷埋到地头"&回忆起

亲身经历的这一幕! 党永富对土壤污染

治理事业充满了信心和耐心" 他说)%就

像当初大家对化肥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一

样!现在大家对治理化肥-农药危害的认

识也会有一个过程!我要坚持不懈!把这

项农业安全事业进行到底!让/土地爷0

健康起来" &

全国范围打响治土战

在党永富看来!耕地是有生命的!有

独特的生态链"农耕时代!人类用腐熟的

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施肥反哺土地!耕

地里有蚯蚓-虫子等!它们都可以使土地

蓬松-肥沃" 耕地上长出庄稼 !滋养人

类!也为牲畜提供粮草 !这是一个数千

年来形成的几近完美的生态链条"

%农药-化肥-薄膜等化工产品的使

用!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 !养活

了更多的人口" 但生态循环链条慢慢被

破坏了!最后!整个城乡生活就会从耕

地这个地方断裂" &党永富说"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更多的净土!党

永富已经进行了试验111建立%过程&农

场!利用除草剂防控-肥料减量-重金属

防治-农药残留降解等技术!在农作物产

前-产中-产后对土壤进行处理!经这些

生物技术过程处理后的 %过程农产品&!

能达到优质有机食品标准" 同时他还借

鉴过去农业生产的%八字法&!抓好%土-

肥-水-种-密-保-工-管&!并赋予新意"

在农村多养牲畜! 收集人粪尿- 牲畜粪

便!将腐熟后的人畜粪和秸秆还田!完善

农田设施! 推广节水灌溉! 实现科学种

田!让耕地恢复%健康&机体!生产出%健

康&粮食"他认为这才是在现代条件下重

构的最为完美的农业生态链条"

党永富还告诉记者!化肥使用量越

来越多!粮食增产越来越难" 长期过量

使用化肥农药 ! 已经造成土壤酸化板

结!导致土壤养分比例失调 !作物发病

率升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下降" 大部

分化肥-农药残留消解在土壤-水中" 农

资次生灾害的残留不仅破坏土壤结构!

降低土壤透气性-透水性 !而且导致农

作物减产
+#1

以上"

作为一名市人大代表! 在今年周口

市%两会&上!党永富还建议!市人大要监

督农业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尽快推

广有突出效果的肥料促进剂肥料减量技

术!并加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多施肥多

打粮食的时代已经过去! 只有耕地不受

污染才能多打粮食! 才能可持续生产粮

食" 要把肥料促进剂肥料减量技术推广

应用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同时

还应把它作为一项环保政策!纳入'周口

市耕地质量提升规划(之中!并列入政府

的财政预算"

%近年来土壤酸化板结速度加快!所

有土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农资次生灾害"

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尽早

重视土地污染治理工作! 牵头组织相关

部门!争取尽快在全市范围内宣传-推广

和应用土地污染治理技术! 逐步向全国

受污染的土地开战! 为子孙留下更多的

净土" &党永富说!这是他的梦想"

!"#$%&'()*+,-.

杨絮&别太闹了'

本报讯 2记者 徐启峰 通讯员 庄

伟3 每到
!

月! 我市如雪的杨絮纷纷飘

落!到处散播!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川汇区对此高度重视! 近年来通过更新

树种开展杨絮治理工作!不让%五月雪&

过分肆虐+

该区成立了治理杨絮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农林局长任组长!市-区林业专

家任组员!多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加杨絮治理座谈会和推进会! 制订了

详细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经过调查论证!林业专家一致认为!

采取砍伐治理杨絮是破坏环境- 因噎废

食的做法. 采用喷药和应用生物抑制剂

注射法来抑制飞絮!不但工作量很大!容

易反复!而且会污染环境+彻底治理杨絮

的方法是更换树种+

由于产生杨絮的是成年雌株杨树!

近年来!川汇区在绿化过程中!已经不再

栽植雌株杨树! 改栽雄株杨树- 杂交杨

树- 三倍体杨树及其他树种来丰富树木

多样性!通过逐步更新树种-增加绿地面

积等措施从根本上控制杨絮+

该区植物专家指出! 杨絮是植物类

花!属于自然纤维!对人体皮肤不会产生

任何过敏刺激! 部分市民出现皮肤过敏

的现象! 有可能是对花粉等物质产生的

反应+ 随着川汇区更新树种力度逐年加

大和绿地面积不断增加! 今后几年川汇

区杨絮现象将逐渐减少至消失+

/-0123456*7.89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王雪涛是郸城一高的一名教师+除

了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称号!他还有另外

的称号111中华骨髓库 %五星级志愿

者&-优秀志愿者等+

作为一名教师!他爱岗敬业!团结

同事!爱护学生!多次在学校组织的捐

款救助患病同事和资助贫困学生活动

中!积极主动捐款!力所能及地帮助别

人+ 工作中!他勤学善思!创新意识强!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新

风!积极向学生宣传文明健康向上的生

活方式!号召学生热爱周口!努力维护

周口形象!培育新周口人+

.##$

年
!

月!王雪涛成为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的一名志愿者+

.##$

年
"

月!河南省红十字会通知他和

一名白血病患者低分辨率配型成功+王

雪涛当即答应捐献!并顺利通过了高分

辨率检测和体检+

.##2

年
,

月
.#

日!经

过
,

个多小时的采集!

!!

毫升的造血干

细胞流到了血袋里+ 第二天!承载着挽

救白血病患者吴钺生命希望的%生命火

种&被空运到福州市+ 一晃
/

年过去了!

如今!移植了王雪涛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的小女孩吴钺已经康复痊愈+

王雪涛捐献造血干细胞后!以亲身

经历和体会反复向周口市
,

名初配成

功的志愿者讲解-答疑!解除了他们的

顾虑!从而使他们顺利进行了高分辨率

检测!其中两人最终成功捐献+

如今!王雪涛已经把志愿服务当成

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工作之余!他积

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工作+

.##"

年中国

世界邮展-全国第七届农运会都有他志

愿服务的身影!成为他珍贵的经历+ 除

了为地震灾区-云南干旱灾区-学校爱

心基金会捐款外!王雪涛还经常拿出自

己的工资帮扶贫困学生!多方筹资赴敬

老院看望孤寡老人! 赴孤儿院看望孤

儿!为他们送去食品-衣物-文具!和他

们一起包饺子!让他们感受到了人间的

温暖+

大爱无言!心%髓&相连+ 王雪涛用

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展现了周口市民

的文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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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张磊是扶沟县电业局的一名普通

职工+ 出身教育世家的他!在父母的言

传身教下! 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乐

于助人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优秀品质

使张磊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了大家的

好评!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 %好人老

张&+

参加工作后!张磊勤奋工作!爱岗

敬业!忠于职守!默默奉献+ 工作上!他

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同事的好评和辖区

用电户的喜爱+生活中!他爱护家人!热

心公益事业+街坊邻居和同事只要一提

及张磊的名字! 都会情不自禁地赞赏

他!夸他是一个好同事-热心人+

张磊先后做过线路巡护工- 抄表

员-收费员-局后勤物业维护工-站所房

屋维修工+在从事物业安全维修工作的

十多年间!张磊负责全局及全县站所楼

房安全维修工作+ 有着强烈事业心-责

任感和敬业精神的他!平时处处严格要

求自己!认真执行公共安全措施!勤学

善思! 安全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维修工

作!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虽然只是一名普通职工!张磊却将

扶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作为自

己的人生指针!把关心-照顾-帮助他人

当成生活中最大的快乐+邻居间!平时谁

家接个线-查个电!张磊随叫随到!贴钱

贴物!把邻里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十分和

睦!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

年汶川大

地震和
.#+#

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张磊踊

跃参加单位组织的捐款活动!并把家中

许多衣服捐献出来!支援灾区群众+

张磊还热心公益事业!积极活跃在

社会和单位志愿者队伍中+他参加治理

卫生死角!清除%牛皮癣&志愿服务!为

美化城区环境作出了贡献!为群众作出

了表率+他还多次在城区主要路口当志

愿者! 劝说闯红灯的市民遵守交通规

则!制止电动三轮车和行人在机动行车

道行驶等不文明行为!受到了执勤交警

和群众的称赞+

这就是张磊!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市

民+ 他用自己高尚的道德和端正的品

行!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

热!奉献自己!服务大众!用自己的人格

魅力影响着周围群众!为社会树立了文

明市民的榜样+

文明市民风采赞

送法进校园

!!

月
+.

日上午! 西华

县公安局艾岗派出所民警

来到艾岗小学进行法制宣

传教育!并给小学生发放警

民联系卡"

该所针对中小学生身

心发育不成熟#情绪容易波

动# 接受能力强等特点!结

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案

例!采取上法制课#开观摩

庭#参加模拟现场#提供法

律咨询等多种形式!在全乡

中小学开展 $送法进校园%

活动!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和法制观念!提高学生的自

我保护能力!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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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永富在车间检查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