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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山

34年，他把田间地头当三尺讲台
——追记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林果专家刘玉祥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 通讯员 赵珺

唐 山 23 家 定 点
“黄码医院”全部启用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门诊正常开诊

他是耕耘在三尺讲台的“农民”，他是
奔忙在田间地头的教授。

在学生眼里，他是校内育人、校外栽树
的“双料园丁”；在农民朋友心中，他是心系
土地、造福百姓的“李保国式”科研专家。

2022年2月13日，56岁的唐山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林果专家刘玉祥因病不幸
去世。

去世的 5 天前，他带领团队奔赴玉田
县玉泉山现代农业园区，谋划果品市场的
推广；两天前，他和团队一起赶到滦州市鸡
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基地，观察设施果树
生长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去世的前一晚，他
还在“河北桃之家（唐廊）”技术指导微信群
里与教师、企业负责人讨论课题……日志
无言，只记录下刘玉祥毕生的牵挂。

“刘老师在哪里，哪里就是
课堂”

“刘老师在哪里，哪里就是课堂。”听闻
刘玉祥去世的噩耗，很多学生不肯相信。他
们觉得，只要有问题需要请教，那个严格但
不严厉的刘老师，又会像平日那样站在讲
台前。

“刘教授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在他
的心里，最重要的事是教学，最重要的人是
学生。”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农林工程系党总
支书记、主任王丽云这样评价刘玉祥。

1966 年 2 月，刘玉祥出生于唐山市丰
润北夏庄村。1988 年，他从河北农业大学
果树专业毕业后到唐山市农业学校任教。
2001年该校与其他3所学校合并升格为唐
山职业技术学院后，刘玉祥一直在学院
工作。

“34年间，他把最好的年华、最多的精
力、最专业的技术奉献给了三尺讲台和田
间地头。”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马
莉说。

“刘老师课讲得好，特别是带我们实习
时，山沟地岭、农家果园、产业园区，随走随
讲，课本上的知识在田间地头变得无比鲜
活。”2016级园艺专业学生刘宁回忆说，刘
教授是一个传授知识从不知疲倦的人。“早
上七点出发，晚上八九点才回，我们都累得
不行了，刘老师回来后还继续写总结。第二
天早上，我们还在酣睡，他五点钟就出去指
导果农摘桃了。”

更多师生们记得，-20℃的天气，刘教
授带着学生在迁西的荒山上观察山体走
势，寻找最合适的梯田的主干道；盛夏，
40℃高温的大棚里，学生们热得头昏脑涨，
汗流浃背的刘教授依然神采飞扬地讲
着课。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只有吃得苦中
苦，方有知识在胸怀。”刘玉祥经常指着自
己手臂上日晒皮炎留下的累累斑痕告诉学
生，选择了农林专业就等于选择了风吹日
晒、山路崎岖、蚊虫叮咬。

正是凭着这样一份信念，刘玉祥潜
心教学和科研，多年坚守在教学、科研、
生产和社会服务第一线，成为我省高职
院校园艺专业带头人，先后获得省师德
标兵、省师德先进个人、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唐山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

刘玉祥主持和参加国家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项目、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国
家星火计划项目等重点项目36项，获得国
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科研成果 18 项；先后
担任省现代农业产业创新团队唐秦片区综
合试验推广站站长、省高校果树应用技术
研发中心主任。

刘玉祥还积极推动学院实现产学结
合、产教结合、产研结合、产推结合，在校
内，他带领师生建设了现代果树试验示
范园和智能化温室等实训基地、鲜桃研
发中心实训中心；在校外，与企业结合建
设了教学、生产、科研和技术推广相融合
的 万 亩 、千 亩 校 外 科 研 生 产 实 训 基 地
12 个。

“农民的山林果园，就是
我们的星辰大海”

在唐山职业技术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
燕山果业试验站，刘玉祥的简介还挂在
墙上。

他的办公室布置很简单，窄窄的小床
被很多资料占据，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乡
村振兴试验示范区协议。

“刘教授很少待在办公室里，他更多的
时间是在课堂上、农田里。”同事们记得，刘
玉祥常说，搞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坐
在办公室和电脑前是干不成的。

农家出身的刘玉祥深知农业的难、农
民的苦。所以，从致力于农林教学科研的那

一天起，他就将目标锁定为通过提升林果
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帮助果农脱贫
致富。

玉田县玉泉山现代农业园区负责人郭
建波同刘玉祥教授的相遇是“误打误撞”。

2013 年，园区刚刚成立。“说是园区，
其实就是一座荒山。”为了让园区早点有收
益，郭建波打算种核桃。“种核桃省钱省工
见效快，当时40万株核桃苗都育好了。”

郭建波记得，那时，自己通过县政府联
系上刘玉祥时，就是打算请教一下核桃该
怎么种。

让郭建波没想到的是，还不等自己上
门求教，这位教授就主动找上了门。

“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长远规划
来看，还是得种水果。”毫不见外，刘教授一
来就提出建议，并表示：“不懂技术不要怕，
有我呢。”

根据刘玉祥的建议，园区种下一批果
树。此后，在修剪枝、熬制石硫合剂、测浓
度、花期管理、疏果、病虫害防治每一个节
点，他都会准时赶来。

2020 年，玉泉山的果树迎来盛果期，
当年，我省举办首届梨王争霸赛，玉泉山的
4个参赛样品有 3个获得金奖。如今，这万
亩基地成了北方的一流果园。

得知园区还想发展旅游康养业，刘
玉祥又给园区做了规划设计，从取样测
土、梯田建造，到品种引进、果苗培育、果
树栽植的技术培训，全方位、全链条给出
方案。

受益后的园区几次提出要给刘玉祥一
些咨询费，刘玉祥每次都十分坚决地拒绝。

“我帮你们种了果子，你们为我提供了教学
和科研实践基地，咱这叫互惠互利！如果要
感谢我，等你们收益好了，我来品尝你们的
水果吧！”他说。

事实上，在助农过程中，刘玉祥不但不
赚钱，还自己贴钱。林果项目资金匮乏，他
自己拿工资进行研究；没有基地，他自己掏
钱承包 23 亩土地建园；为了推广套袋技
术，他自费购买果袋指导果农使用；他还常
年自费为农民发放果树科普资料，无偿给
贫困农户提供苗木，义务做农业技术专题
讲座……

“农民的山林果园，就是我们的星辰大
海。”在服务农民的过程中，刘玉祥和团队
有大批科研项目取得突破性成果：他牵头
推广的“葡萄快速丰产早熟技术”“日光温
室桃丰产技术”实现当年建园，第二年丰产
丰收；在“核果类果树根癌病防治新技术研
究”中，刘玉祥提出的科学试验经鉴定验
收，被审定为国际领先水平科研成果，仅此
一项就为农民挽回损失3000多万元；他主
持的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晚
熟抗寒桃‘秋红蜜’系列新品种中试与示
范”，帮助农民新增经济效益1亿多元。

“他这真是拼了命地干
工作啊!”

刘玉祥离去两个多月了，二姐刘桂华
依旧不敢打开朋友圈。亲友们在朋友圈里
写下一条又一条留言悼念他，她不忍看。

“弟弟太累了，腊月二十八那天他到我
家看我，我强行留他吃碗面条，等我煮好一
碗面条，他却靠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刘
桂华说，这些年，弟弟留给她最大的印象是

“忙”，过年过节也很少在家，兄弟姐妹平时
很少能看到他。

“他这真是拼了命地干工作啊！”刘桂
华不会忘记，2018 年 12 月 4 日，刘玉祥因
肺部肿块住院治疗，定下12月10日做肺癌
切除手术，可就在手术前三天却不见了人
影。家人找了一圈才知道，那天他带着团队
到丰润区左家坞镇北夏庄做科技扶贫技术
推广指导去了。

手术后一个月，他就坚持参加了省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的
2018年年终考核。

“当时，他的脚还肿着，穿着拖鞋，上下
火车都得走一段歇一阵。”回忆当时的情
景，同事王彩君眼眶红了。

2019年8月，刘玉祥又查出甲状腺癌。
切除手术后 20 多天，他又一次走出病房，
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大森店村调研玉露香梨
僵芽情况，指导了梨干腐病防治技术。

“没办法，谁叫咱热爱这行呢，热爱，
就要争分夺秒；热爱，就要永恒。”身体的
严重透支不仅没有阻挡刘玉祥的奔波脚
步，每当有人劝他歇口气，他总是这样
回答。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副处长熊岚
多次和刘玉祥一起下乡助农。在他印象中，
平时身体羸弱的刘玉祥，到了果林里就像
换了一个人，永远精神焕发。

2020 年 9 月 5 日，他们曾一起来到滦
州市鸡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熊岚记得，那
天，刘玉祥的身体很虚弱，走几十步山路就
要大口喘气，甚至呕吐。

“可一见到那些果子，刘教授就像打了
强心针。”熊岚回忆道，那天，刘玉祥在山上
站了几个小时，传授农民大枝开角技术，指
导大棚温度控制、通风、病虫害防治，现场
给出“不套袋+增施有机肥技术”等解决梨
甜度偏低问题的方案。“他一边讲解一边操
作，直到解决所有问题。”

这个春天，滦州市鸡冠山生态农业产
业园梨花如雪。园区负责人武铁友说，2月
13 日刘玉祥离开的那天，鸡冠山大雪纷
飞，漫山遍野的果树银装素裹，像是在为刘
教授送行。

刘玉祥主持和参加国家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国家
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国家星火
计划项目等重点项目36项，
获得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科
研成果18项，带领师生建设
了现代果树试验示范园和智
能化温室等实训基地、鲜桃研
发中心实训中心，与企业结合
建设了万亩、千亩校外科研生
产实训基地12个，先后获得
省师德标兵、省教学成果二等
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

“周末这家公司组织面试，您有空过来
吗？”“知道公司的位置吗？我们可以送您去
面试。”午休期间，唐山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
公司依然话务繁忙。面对事务繁忙的高端
人群，负责猎头工作的员工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与他们沟通。

唐山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是全市人
力资源服务的行业龙头，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开展高级人才寻访工作，为企业“猎聘”高级
人才。仅2021年，就有1462名人才通过该公
司提供的猎头服务，进入全市重点建设项目
和“专精特新”、荣获“市长特别奖”的317家企
业工作，其中还包括了76名高级人才。

“近年来，从企业副总到中层管理人员
再到业务骨干，猎头服务日益成为企业招揽

人才的重要桥梁。”唐山市人才市场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温超介绍说。

“猎头”，又叫高级人才寻访，目标是帮
助优秀的企业找到需要的人才，担当的是高
级人才和企业间“红娘”的角色。

“猎头服务”需要量体裁衣、量身定制，
通过实地走访、反复沟通，为企业描绘出细
致的“人才画像”是猎头服务的第一步。

前不久，一家本地科技公司希望招一位
副总经理。“我们上门拜访时，公司老总对于
所应聘的人才提出了具体且高标准的要求，
希望其到岗后就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唐山
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此次猎聘工
作的翟树永介绍说。

结合企业的人才需求，工作人员凭借多

年工作经验，分析了市场行情和人才供需情
况，对候选人在行业经验、职业素养等方面
的需求提出建设性建议。

“不仅如此，猎头工作还需要不断增强
对所涉及行业的洞察力，还需对雇主企业人
才战略深入理解，这样才能帮助客户厘清需
求，引导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保障人才引进
成功。”翟树永总结说。

勾勒出“人才画像”后，便可以“按图索
骥”了。工作人员通过“唐山市人才市场”公众
号、专业人才网站等途径广泛发布企业求职
信息，建立候选人才库。随后，通过反复与人
才和企业双方沟通，确定了参加面试的人选。

猎头行业立足的根本是优质人才资源
的积累。“人才是各行各业的明星，我们要做

好他们的经纪人。”温超说。
做好人才工作需要坚持因才施策，把握

人才成长的周期。为此，唐山市人才市场有
限责任公司为优秀人才建立职业档案数据
库，组织召开精英人才竞聘会，邀请各大企
业前来选才。同时，还会及时了解数据库里
人才的职业状态变化，时刻进行“人岗匹配”。

唐山市东湖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在负责
省第五届（唐山）园林博览会工程建设之初
急需大量技术工程师。了解企业诉求后，市
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及时开展猎头服务，
最终推荐多名优秀技术工程师成功上岗，保
证了这次园艺盛会如期举办。

近年来，汇中仪表、正欣集团、任氏水泥
包装有限公司等唐山市多家重点企业均通
过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的猎头服务成
功招揽到优秀人才，保障了重点企业的高质
量发展。

为进一步延伸拓展猎头服务，近年来，
唐山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还探索实施

“人力资源服务专员”模式，已向中车唐车公
司等重点单位派驻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或人
力资源服务专员，全权负责人力资源的开发
管理，保障了重点项目选人用人“不断线”。

唐山市人才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为重点项目和企业“猎聘”高级人才
河北日报记者 刘禹彤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其他疾病患者
就医需求，唐山市加强正常医疗供给保障，立即启用“黄码医院”，
保障特殊人群就医。目前，唐山市 23 家定点“黄码医院”均已启
用。其中，县级定点医院21家、市级定点医院2家。

据了解，县级定点“黄码医院”收治来自辖区内封控区、管控
区、隔离点和健康码为红码、黄码的患者，市级定点医院给予技术
支持。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确需上转进一步诊治的重症患者，需由
属地及时安排专人、专车护送至市级定点医院救治，出院后属地接
回，按规定继续管理。

为确保日常医疗服务稳定、充足，唐山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医
护人员均全员到岗，急诊24小时应诊，门诊正常开诊，并实行预约
挂号诊疗服务。同时，唐山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管理”的原则，分级、分类摸清肾透析、孕产妇、新生儿、肿
瘤以及精神类疾病等特殊人群底数，指定专科医疗机构保障特殊
人群就医需求。

疫情防控期间，唐山市兼顾疫情防控及市民看病就医等用车
需求，全市救护车实现高效运转，全力保障就诊患者“出得来”。同
时，为已经符合出院条件、出院前 24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且经院内感染专家组评估不具有感染风险的患者办理出院手续，
出院返家前患者需向属地居（村）委会联系报备，交通管制卡口可
以根据其24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医院出具的院内感染专家组评
估证明以及出院证明，在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并测量体温后予以放
行，保障出院患者及陪护家属顺利回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禹彤 通讯员董立坤）连日来，唐山市广
泛发动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组建了 688支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每天参与人员达1.4万人，累计开展专业消杀、执勤检查、
运输保障等志愿服务近90万小时，成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中坚
力量。市退役军人战疫志愿服务团队被授予唐山市 2022年第三
批“最美抗疫集体”荣誉称号。

坚持党建引领，号召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干部职工尽锐出
战。全市3088名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干部职工下沉村居，全面参与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支部建在最前线，各类退役军人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队成立临时党组织374个，近7000名退役军人党员参与其
中。“兵支书”“兵委员”全员战疫，迁安市382名“兵支书”“兵委员”
通宵组织核酸检测、风险摸排，玉田县 236名“兵支书”驻守卡口、
指挥一线，担当起基层防疫的“排头兵”。

依托退役军人服务站，发挥疫情防控“主战场”力量。此次招
募志愿者由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发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进行调
节。古冶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发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招募令后
3小时，报名人数就达到 150 人；迁安市 889 名退役军人志愿加入
抗疫一线，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以转退军医为骨干
的唐山博仁医院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专业消
杀，累计消杀3.2万平方米，采集核酸15万余份。

坚守一线“战”位，为全市疫情防控大局作出积极贡献。迁西
县1300余名退役军人组建志愿服务队43个，全部充实到各乡（镇、
街道）路口参与24小时卡点执勤。此外，捐款助力疫情防控“感党
恩，回馈社会”，全市广大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干部职工
累计捐款捐物1700余万元，营造了共克时艰的浓厚氛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从4月22日唐山市中级法院召开的
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以来，该院深入贯彻实施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力度。去年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293件，比2020年
的162件增长81%，呈不断增长势头。

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为理念，唐山市中级法院依
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与服务
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相结合，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同时，全市两级
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
罪行为，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高发势头。

下一步，唐山市中级法院将不断优化审判体制机制，提升知
识产权案件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加大对源头侵权、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的打击力度。对于各类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该市两级法院始终保持利剑高悬，依法
严厉打击。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讯员沈雅婷、刘彤）“感谢路北区
税务局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办理退税，受理快，审核快，到账速度也
快，缓解了我们资金回笼的压力。”日前，在完成增值税留抵退税后，
河北聚民惠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郝蕾激动地说。

自4月1日起，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下达后，路北区税
务局成立增值税留抵退税工作专班，摸清辖区内退税底数，利用微
信群、QQ群、电话等多种渠道，进行政策“一对一推送、一次性告
知”，做到企业法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宣传全覆盖。同时，以
税收宣传月为契机，开展“春风送惠送暖云课堂”，为企业细致讲解
最新政策，确保企业准确把握政策享受条件和具体办理流程。

为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应退尽退，及时享受国家退税政策
红利，该区税务局在办理退税时，根据上级机关推送的数据，结合
案头分析，梳理出符合条件的存量企业，列出可享受优惠的企业清
单。同时，安排业务团队全程跟踪辅导，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精
准筛选测算增值税增量留抵数据，确保企业退税数据的准确性。

全市组建688支退役
军人战疫志愿服务队

市中级法院

去年受理知识产权民事
一审案件同比增 81%

路北区税务局

为企业“一对一”推送
退税政策及办理服务

刘玉祥教授（中）在田间对农民进行桃幼果期生产技术指导。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