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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让寒门的你寒心

大河报助学行动启动，寻找 150 名寒门学子，每人资助不低于 5000 元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 |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全省 82 万名考生要走进考场，参加人生
中的“第一场战役”。寒门学子们，请放心考试，大河报助学行动即日起全面
启动，面向全省寻找 150 名今年参加高考的寒门学子，给予每人最低 5000
元的资助。同时，中原新媒体联盟、中原高校新媒体联盟将同步开通助学活
动渠道。

来信
“我是流浪的麦子，愿结出最壮硕的果实”
每年高考季，大河报都会启动爱心
助学行动，给社会爱心一个绽放的平
台，给寒门学子更多温暖和力量。而同
时，热心企业、热心人士的爱心，寒门学
子的感谢和感恩，也令我们收获着温暖
与感动。
就在不久前，我们收到了 2015 年大
河报助学行动中受助学子安永亚的来
信。他说：
“ 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
朝天，从土地里刨食的父母来说，读书，
是孩子唯一的出路，好的教育决定一
生。”
安永亚将自己定义为“浪子”，因为
在他看来，他始终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流浪，
“ 像一朵蒲公英，随风逐梦”。安
永亚在来信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从五年级开始
流浪的。那时候不过十岁出头，大多数
孩子还在父母跟前撒娇，而我已经开始
独自求学的旅程。
初中，去县城读书。本来波澜不惊
的生活，被一场变故涂改得面目全非。
那几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母亲
身上的豆腐味，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
候忙完休息的，也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

候起床下乡卖豆腐，星月见证了母亲是
如何用柔弱双肩，
撑起了这个家。
我知道，用心学习，成绩最能令她
开心。初中毕业，我考上全县最好的高
中。整个高中，我没有在学校买过一件
超过五十块钱的衣服，甚至没有买过几
次衣服。爸爸总是说我要吃好穿好，只
是看到他日益佝偻的腰身，越来越花白
的头发，
每次花钱都会有一种罪恶感。
生于贫困县的贫困乡镇，这是无法
改变的事实，尤其是在河南，高考本就
如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想要杀出一
条血路，
只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贫瘠的土地总有顽强的种子，温
暖的阳光总能直透人心。对于命运的
安排，我们选择不抱怨。每个人天生的
条件不一样，因此，每个人最终能达到
的高度也不一样。我只希望，在我所在
的土地，像麦子，开出最不起眼的花，结
出最壮硕的果实。”参加大河报助学行
动助学金发放典礼时的这段话，让我难
以忘记。我只希望我再也不是一朵蒲
公英，而是一粒流浪的麦子，在我所在
的土地，开出最不起眼的花，结出最壮
硕的果实。

郑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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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金融精英

创建领先银行

渤海银行是 1996 年以来获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是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业银行，也是第一家总行设
在天津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15 年 7 月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在郑州设立分行，
郑州分行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正式向社会营业，成为服务中原人民、支持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银行业新成员。
为满足业务快速发展需要，我行拟在全省拓展业务，我们诚邀具有一定经验和资
历的银行从业人员和有志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工作的各界精英加入我们的团
队。我行将为您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和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期待您的
加入，渤海银行郑州分行欢迎您参与未来的建设和发展！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1、公司业务营销团队负责人（若干）
2、公司业务客户经理（若干）

二、招聘范围
郑州、洛阳、南阳、商丘、开封、驻马店、新
乡、许昌等全省范围内

三、招聘人员基本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工作纪律，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诚实守信，无不良
记录；
2、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进取心强，
能够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3、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4、具备 2 年及以上客户经理营销工作经
验，具备客户资源者优先考虑；
5、团队负责人应具备一定的管理资质；
6、团队负责人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特别
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至 48 周岁），客户经
理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7、熟悉银行业务和服务流程，具备优秀

的交际和谈判技巧，具有处理复杂问题
的能力；
8、符合本行有关亲属回避的规定（如与
本行员工存在已知的亲属关系，提交简
历材料时必须如实向人力资源部申明）；
9、身体健康。

四、应聘程序
1、凡符合上述要求的应聘者，可通过渤
海银行官方网站在线提交申请，同时将
您的个人简历（含联系电话）发送至郑州
分行招聘专用邮箱 zzzp@cbhb.com.
cn，并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应聘部门及职
位名称，以便我们查询，我们将对申请者
的资料严格保密。
2、经初审符合条件者，我行将通过电话
方式通知笔试、面试，请保持通讯工具通
畅；
3、报名截止时间：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期待您的参与！
（不收应聘者任何费用）

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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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名寒门学子，
每人资助 5000 元

大河之水奔流，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
寒门学子因为大河报助学行动改变了命
运。2011 年，大河报牵手利群阳光助学行
动，
每年资助 100 名成绩优异、
品行端正，
但
生活贫困的河南高考生，
每人5000元。
2016 年，大河报再次联合河南省慈善
总会、浙江利群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启
动大河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我们面向河
南寻找 100 名寒门学子，一次性资助每名
“利群阳光学子”
助学金 5000 元人民币。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

2

录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业）都可以报名。
须说明的是，该活动原则上不与其他公益
活动重复资助同一名学子。
寒门学子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申请书或申请表 1 份（贴 1 张 1 寸近
照）；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3.贫困证明 1 份（户口所在地乡镇、街
道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
4.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 份（可在通
知书到达后补交）。

50 个特困生名额，每人资助 1 万元

在大河报爱心助学的路上，宋河老子国
学教育基金会也是温暖同行的伙伴。
2013 年，大河报“鸡蛋换学费”公益助
学活动中，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用 50
万元买下虚拟“鸡蛋”；2014 年，拿出 53 万
元帮助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
2015 年，
向大
河报爱心助学行动
“注入”
55万元善款。
今年，大河报携手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
金会，再次面向全省寻找 50 名特困生，每
人资助 1 万元。
资助申请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家庭确有特殊困难，如，特别贫困的
孤儿；特别贫困的单亲家庭；父母或其中一
人因病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家中偶发重大

灾难等学生;
2.参加本次受捐助的学生须是河南省
户籍且参加 2016 年全国高招统考的学生；
3.高考成绩达到国家和省确认本科二
批分数线并获得所报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4.报名学生需由学生户籍所在地的村
（街道）、乡（区）出具家庭贫困证明，
由乡镇
出具孤儿或单亲户籍证明，由县(市)民政部
门出具伤残证明等；
5.报名学生要求在校期间品学兼优，
无不良记录，由所在班级班主任、所在学校
或所在乡（县）教育部门提供证明；
6.报名学生未接受其他个人或组织的
捐助。

联系方式
1. 电 话 ：0371-96211；
0371-65795663 （ 上 午 9:
00-12:00，
下午3:00-6:00）；
2.微信：大河报教育在
线（微信公众号：dhbjiaoyu）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3.来信请寄：郑州市农
业路东 28 号报业大厦 605 室
大河报教育事业部“利群阳
光助学小组”，
邮编：450008。
4.中原新媒体联盟、中
原高校新媒体联盟同步开通
助学活动渠道。

高考服务信息

A 环境

考场周边 1000 米内 全天禁止施工

□记者 王磊 蔡君彦
本报讯 高考期间，除抢修、抢险施工
作业外，
考场周边1000米范围内，
全天禁止
施工。昨天，记者从郑州市政府获悉，从即
日起至考试结束，
郑州限时段限区域严格控
制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噪声。

B 医疗

郑 州 市 政 府 有 关 负 责 人 说 ，6 月 7
日-8 日高考期间，除抢修、抢险施工作业
外，考场周边 1000 米范围内，全天禁止施
工。12:00 至 14:00，20:00 至次日 8:00，
全市建筑工地禁止进行有噪声污染的各类
施工活动。

近百名急救医护人员为学子“护航”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徐淑玲

航。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为做好高考
期间的应急医疗救治工作，郑州市紧急医
疗救援中心组织 96 名急救医护人员、24
辆急救车流动巡诊，为高考学子保驾护

根据要求，在整个高考期间，负责保
障的急救人员和车辆会备足、备齐各种抢
救设备、急救药品、物品，保持应急待命状
态。同时，为了不影响考生考试，急救车
辆在巡诊期间，将关闭警报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