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 C032015年3月3日
责编彭长香 美编孟萌 邮箱 dhblcxw@126.com综合

聘
一、安监部经理1名：1.建筑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有中级职称（或注册
安全工程师）者优先；2.10年以上工作经验；3.要求有较强的管理及对外协调能力4.
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5.待遇面谈，正式录用后办理五险；6.工作地点在荥阳市，本
地人优先考虑。

二、实体项目部工长1名 1.建筑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有中级职称者
优先；2.10年以上工作经验，要求有较强技术水平及综合管理能力3.身体健康，无不
良嗜好；4.工作地点在郑州市。

三、一级房建建造师3名，一级机电建造师2名。有高工证者
优先

四、高工2名 1.结构专业高工1名 2.建筑相关专业高工1名
公司地址：郑州市淮河路与大学路交叉口金海大厦6楼
联系电话：0371-65320069 联系人：平先生

高薪急聘
河南省仪德电气自动化有限公

司是河南省一家大规模的专业电源
设备维护企业，现招：

值班电工（10名）
要求有高压进网作业许可证，30-48岁，
四班两运转上班，交五险

电话：65829925/65829927（胡女士）
工作地点：郑州市区五个配电房就近安排

爱心工作室聘
曾经为了孩子放弃工作，如今

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优秀人士。

主管5名6800元/月

客服10名3800元/月
要求：25-45岁，高中以上学历。
待遇：三金+双休+公费旅游

宋主任13303859927

河南恒天特种电缆集团诚聘
1.外贸经理：大专以上，有电气行业外贸经
验，从事电线电缆行业或实际业务能力突出者
可放宽条件优先考虑。0371-88885650王总
2.外贸文员：大专以上，英语4级以上，有网页
制 作 维 护 和 网 络 平 台 营 销 经 验 。
0371-88885650王总3.办公室主任：大专以
上，有丰富的行政及安全管理事务处理经验。

以上职位均可联系：0371-69972007
13849106240赵
简历投递：2820185473@qq.com
另聘董事长专职司机：武警、特种兵退役，
25-45岁，180cm以上，政治立场坚定，接待外
交能力强，薪酬待遇5千-1万，具体面议。
电话：13837182888张先生

河南中维电梯公司诚聘
本公司是技术实力雄厚、专业的电梯维保服务企业，

在全省多地设有办事处、分公司。现诚聘：
1.电梯系统工程师和维修工程师（本科以上学历）10人；

2.维修技术人员：郑州地区15人，洛阳、平顶山、南阳、新乡、濮

阳各10人，有电梯维修经验者优先；

3.仓库管理员3名：限女性，高中以上学历，熟悉各类办公软

件，年龄40岁以下，郑州本地户口，有会计、仓库管理经验者优先。

4.维保销售代表3名：大专以上学历，负责电梯维保客户的市

场开发、合同签订以及客户的维护。

联系电话：0371-63977732、63977731
邮箱：hnzwdt_zp@163.com
面试地址：郑州市健康路159号发展大厦1919室

有做过生意或客户
服务经验，45岁以
下，高中以上学历者
优先。
月收入4500元以上

张经理
0371-55178190

教育连锁机构诚聘
办公室工作人员8名
（2000-3000元）
行政班，年龄56岁以下，从事职称
申报工作，有较强的协调能力。政
府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优先。
电话：0371-86062881 15981827787
地址：郑州市西大街与平等街丁字路口西
大街商务广场5楼504室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3月1日，江苏
省徐州市民邢先生领到全
国首张不动产权证书。郑
州不动产权证书啥时候发
放？昨天，记者从郑州市国
土资源局获悉，郑州的不动
产登记职责和机构还在整
合，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发
放新的不动产登记证。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有
关负责人说，河南省不动产
登记局已经任命了局长，很
快将成立。郑州市不动产
登记局目前还在筹建阶
段。郑州市不动产登记局
建立后，房产证、宅基地证

等多个证书的发放部门将
变成不动产登记局。目前，
老百姓办理房产证还需要
去房管局，办理林权证还需
要去林业部门。

他说，国土资源部要
求，按“不变不换”原则，权
利不变动簿证不更换，不得
强制要求更换不动产权证
书和登记证明，不得增加企
业和群众负担。也就是说，
老百姓即使没有更换证书，
手中的每个“小本本”都仍
旧有效，不需更换。到该发
新证了，郑州市国土局一定
会提前向社会公布，提示市
民注意。

□记者 刘学增

本报讯 刚刚进入3月，
春天的气息已经相当浓厚，
昨天，省内一些地方白天的
最高温度已经突破15℃，户
外感觉非常暖和。不过，季
节交替之时，天气反复也是
经常的。今日，突如其来的
大风，提醒你棉衣还不能收
入箱底。

据省气象台的消息，今
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
天间多云。不过，全省的风
力将自西向东从2到3级逐

渐增大为4到5级，其中，北
中部部分地区阵风6级。郑
州今日偏北风3到4级，阵
风5级。由于风力较大，提
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步行
要小心街道两侧的悬挂物，
避免由于坠落而被砸伤。

除了这场大风外，本周
内还需注意的是，5日在我
省西部、西南部将有一场小
雨雪过程，部分地区将下起
雨夹雪或小雪。不过，这次
雨雪过程时间较短，量级也
不大，预计不会对居民生活
造成太大的影响。

□记者 刘瑞朝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郑州市政府了解到，《关于
分解下达2015年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目标任务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已下
发。《通知》要求今年要新开
工建设116597套棚户区改
造安置住房，同时年内基本
建成12203套公租房。

根据《通知》，今年全市
要新开工建设棚户区改造

安置住房 116597 套，基本
建成 37564 套。公共租赁
住房方面，今年全市要新开
工建设12286套，基本建成
12203套。

今年将重点推进以城
中村改造、合村并城为主的
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
工作。《通知》要求，今年6月
底前，新开工项目要全部开
工建设，9月底前，完成全年
基本建成任务的50%。

核心提示 “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
夺……”2月27日晚，央视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为了能让失聪的儿子接受正常教
育，和儿子同桌16年的爱心妈妈陶艳波，让众人感动落泪。

而在郑州，也有一位陶艳波式的好妈妈。3月3日全国爱耳日前夕，大河报记者走访了郑州
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董女士。14年来，她和先天性失聪的儿子一起成长，从聋儿妈妈“修炼”成
康复老师。

□记者 蔡君彦 文图

一本已经泛黄的聋儿家
庭康复教材，是陪伴董女士
14年的宝贝。这宝贝，是热
心医生送她的，当时她得知孩
子失聪不久，惶恐甚至绝望，
无助得如坠深渊。

37岁的董女士老家在周
口，在儿子约半岁时，她发现
孩子对声音没反应。一番检
查，孩子被诊断为极重度听力
缺失，仅有一点残存听力。

从此，原本简单快乐的生
活，被无情地打乱。“当时出门
走在街上，满眼都是别人的耳

朵……不知道孩子的未来在
哪里。”董女士回忆说，医生建
议让孩子戴助听器试试，还送
她一本《聋儿家庭康复教材》。

“聋孩子真学不会说话
吗？他们真不能像别的孩子
一样正常地学习、工作与生活
吗？”该书首页上的话，道出她
心中的疑虑。

梁小昆，周婷婷……开篇
几位家长陪伴失聪孩子走上
康复之路的励志故事，让她心
中升腾起希望之光，“他们能
做到的，我也能！”

挑战接踵而至。
孩子1岁多时，董女士和

家人给孩子戴了助听器。“可
他好像对声音还是没反应。”
等待的滋味很难熬，董女士一
次次安慰自己：相信他一定能
听到！同时，尽可能多地给孩
子说话。

那段时间，哄孩子入睡
后，她总忍不住拿东西轻敲床
头柜，时间久了，床头柜上敲
出一个个坑。终于，半年后，
孩子对声音有了反应。有一
天，孩子并不清晰地喊出一声

“妈”，她激动得眼泪都出来
了。

孩子两岁多时，她辞去县
城的工作，带着孩子来到郑
州，租住在都市村庄，带孩子
到康复中心接受系统科学的

康复训练。
“康复老师主要是指引方

向，20%靠老师教方法，80%
靠家长带孩子努力训练。”董
女士说，很多家长教失聪孩子
说话时，经历的康复训练都很
艰难，通常，纠正孩子一个发
音，都要重复上千遍甚至上万
遍。“最难的就是j、q、x、z、c、
s、g、k这些发音。”她举例说，
孩子总把“早上好”说成“gao
上好”，咋纠正？她拿小勺放
孩子嘴里，引导孩子把舌尖往
前放。练呀练，孩子可能烦
了，或是被勺子弄疼了，突然
朝她腿上猛咬一口。

“不管了！”她伤心地哭
了。平复好情绪，把孩子搂到
怀里，继续教……

一心想帮孩子更好康复的董
女士压根儿没想到，有朝一日，自
己会成为帮助更多失聪孩子和家
长的康复老师。熟悉她的人都说，
因为她爱学，热心肠。她知道，是
因为自己“感同身受”。

孩子在康复中心训练期间，她
是最用功的家长，每天陪孩子训
练，攒一堆问题，见到语训部的老
师，逮谁问谁，问个透彻。

送孩子上幼儿园后，也不断面
临新问题，除了看书自学，她试着
到康复中心求职：干啥都行，打扫
卫生也行。她想让自己多学点知
识。而每当有家长在陪孩子训练
时遇到难题，只要自己懂的，她总
是毫不保留地支援。

2006年，从报纸上看到一家
康复机构招聘的消息，董女士前去
应聘，幸运入选，也赢得了更多学
习深造的机会，这让她至今心存感
激。

4年前，董女士来到郑州市残
疾儿童康复中心，成为一名语训老
师。如今她帮助过的孩子达数十
个，“看到孩子和家长，有亲人的感
觉”。

在这里接触更多孩子和家长
后，她更加认识到：每个孩子的情
况不一样，适用的康复方法也不
同，自己掌握的知识越多，对孩子
帮助越大。

比如，帮孩子矫正发音时，之
前总让孩子看口形矫正发音，随着
学习深入，又提倡先听、后说，要让
孩子“听清楚”，再进行语言矫治，
帮孩子“说明白”。又比如，一些孩
子能说词、可说不成长句的问题，
之前让孩子多练习说句子，后来发
现，孩子说不成长句也可能和呼吸
支持不足有关，需要通过运动等方
式增强孩子的肺活量，提升呼吸支
持能力……

让她欣慰的是，现如今随着科
技的进步和社会重视程度提高，学
习的渠道更多，方法也更先进，“不
过有一点儿没变，家长一定要有坚
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陪孩子康复
训练，才能达到康复的最佳状态”。

一本书带来信念：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

纠正孩子一个发音，往往要重复成千上万遍

从妈妈到老师，
相信知识对孩子康复有利

从妈妈到老师，帮助更多失聪孩子能听会说，是董女士最大的心愿。

不动产登记局还在筹建
郑州暂不发“新证”

郑州年内基本建成
1.2万套公租房

春风够剽悍
今日有5级阵风

爱，就是再难都要让你能听会说
为让失聪的儿子过上正常生活，14年来她从无助的妈妈修炼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