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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假期 安全伴你”——关注儿童暑期安全系列报道之七

本报讯 进入暑期以来，儿童
溺水意外事故频发，如何让孩子掌
握关键时可以救命的安全知识
呢？大河君发起的“七彩假期 安
全伴你”特别行动，得到了郑州市
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的积极响
应，队员们愿意结合平日的救援经
验，联合大河报给孩子们上一堂
课，教一些实用的、关键时刻能救
命的溺水急救知识。

在郑州，有这样一群人：哪里
有人落水，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11年来，他们义务打捞出各
类溺水者尸体270多具，在第一现
场成功救活溺水者50余人。他们
就是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
队的队员们。

救援队的队长牛振西拥有多

年水上救援经验，本周四，牛振西
将带领义务救援队的队员，通过大
河公益课堂的平台，把他们在救援
实践中掌握的“溺水急救大法”通
通分享给大家。

活动现场，队员们将结合救援
队救援活动的实例，给孩子们普及
一些水上安全知识，也会利用绳
索、矿泉水瓶、木棍等日常生活用
品，现场演示运用工具间接施救溺
水者的正确方法，以及救援时的动
作要领和技巧。

同时，队员们还将给小朋友们
讲解“救人不舍己”“见义智为”的
含义，帮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正确
的救人理念，避免出现“以命换命”
的悲剧发生。

专业救援队教你溺水“急救大法”
□策划 民生新闻服务部 执行 记者 刘瑶 贺笑天 实习生 丁梓旋

本周四大河公益课堂开讲，感兴趣的小朋友快来报名

本报讯 亲，您有哪些
节电妙招乐意跟大家分
享？目前，大河报和国网
郑州供电公司联合举办的

“迎峰度夏节电有奖”——
寻找“绿城节电之星”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报名参与
分享节电妙招或故事的市
民朋友，如果入选“绿城节
电之星”，还有价值共2万
元的奖品等您分享，快快加
入吧！

该活动自7月5日启动
以来，得到越来越多有节电
意识的市民朋友关注，大家
分享的节电妙招也各有千
秋。家住郑州经三路北段
的王女士，下厨忙碌中就发
现了节电小窍门，比如，焖
饭比蒸饭更省电，且味道更
好，通常蒸饭所用时间是焖
饭的1-3倍；她还特别注意
定期清理电饭锅电热盘的
卫生，通过这个小细节，增
强电饭锅导热性能，可减少
耗电量。在用微波炉加工
食物时，王女士习惯加个盖
子，水分不易蒸发，不仅省
电，而且味道好。

该小区居民张先生分
享的节电小窍门，则和洗衣
有关。张先生说，洗衣机

“弱洗”比“强洗”费电，且
“强洗”可延长电机寿命。
洗衣后，脱水时间设定在2
分钟之内即可，因为，据说
衣物在转速为每分钟1680
转的情况下脱水1分钟，脱
水率就可达55%，通过延长
时间来提高脱水率效果并

不明显。此外，张先生还建
议充分利用自然光，室内能
不开灯的情况下尽量不开
灯，长期下来可以省下很多
电。

如果您也想参与活动，
请在9月6日前通过以下方
式报名：

1.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96211，留下您的姓名、联系
方式并简要叙述您的省电
窍门或节电小故事。

2.扫描本版二维码，关
注微信公众号“大河课堂”
（微信号为：dhgykt）留言
报名。

3.可将节电心得发送至
邮箱 dhbzq@126.com，邮
件需注明报名人姓名、联系
方式。

我们会对那些节电的
好创意、好故事予以刊发。
本报将组织专家对征集到
的读者节电故事、妙招等进
行评选，选出30名“绿城节
电之星”。

郑州地区供电情况通报

截至7月19日 16时，
当日最大负荷 595.8 万千
瓦，预计未来24小时郑州
地区最高负荷 620 万千
瓦。国基路、黑庄村附近设
备故障停电，目前正在处理
中 ，应 急 响 应 电 话
68806880。

洗衣做饭咋节电
来看看达人的小窍门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路边机动车乱
停放、僵尸车挡道、各种占
道经营、非法小广告等，这
些典型的“四乱”现象影响
着城市的运转。近日，祭城
路街道办事处积极治理，仅
7月1日以来，就组织了10
余次集中整治行动，治理车
辆乱停放问题1000余处，
清理路边僵尸车17辆，整
治占道经营80余处，突店
经营200余处，清理小广告
2000余处，清理乱堆乱放
30余处。

按照郑州市城市精细
化管理工作要求和标准，扎
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
作，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
事处科学统筹安排，通过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错时执

法、设立市容监督岗、落实
门前“五包”责任制、张贴文
明停车告知书和安装硬隔
离护栏等多项措施对“四
乱”问题进行大力整治。

据办事处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巩固提升“四乱”问
题整治成果，祭城路街道办
事处将积极落实分包责任
制，由社区、安置区“两委”
班子、城管办、执法中队及
城市协管员共同分包辖区
各路段，加大工作合力，实
现定人、定岗、定责。同时
加大考核奖惩制度，调动社
区和部门治理“四乱”问题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长
效管理，全面提升辖区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

半个多月清理17辆僵尸车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零容忍“四乱”

□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陈锐兵

中牟七旬老汉还原“曹操石铡”
□记者 杜一格 实习生 杨绪成 文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 | 暗淡了刀光剑
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中牟县大
孟镇草场村，属于三国时期官渡
之战的主战场，也是曹操麾下大
批军马驻扎、补给的后勤之地。
如今该村内，古时金戈铁马的喧
嚣已不再，只留下曹操当年发明
八棱石铡的传说和印记，依然向
人们诉说着那个王图霸业的时
代。

大孟镇草场村76岁的田金
汉老人，是郑州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经过十年的寻
觅、传承及复制，7月上旬，田金
汉最终自费复制成功了传说中
曹操当年发明的八棱石铡，使这
一当时的“劳作利器”重见天日。

宝物蒙尘 “曹操石铡”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据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及
地方史志协会提供的史料记载，曹
操大军驻扎官渡时，3000余匹军
马的吃喝喂养非常令人头疼，其中
最累人的，就是为军马准备口粮
——“铡草”这道工序。

正值士兵一筹莫展之时，曹操
偶然间看到当地村民赶着牛拉着
石磙轧麦子，便有了主意——村民
用圆石磙就能把麦秸碾轧脱粒，如
果在石磙上凿出尖棱，兴许可以用
更短时间轧碎更多草料。于是，曹
操令士兵找来20个石磙，在各个
石磙上均凿出8个尖棱。就这样，
石铡诞生了。石铡为红石制作，长

约二尺三寸，直径一尺八寸，8条
棱，两棱间凹槽深两寸多，两端的
磙脐直径约3寸、深约1寸。石铡
为官渡之战大获全胜节约了人力、
争取了时间，被称为“曹操石铡”。

“官渡之战后，曹操军马所栖
之地便成为草场村。”与记者一起
前往进行研究的大孟镇镇志编辑
雷雨介绍，大战之后，草场村一带
农家很少养马，平日劳作也不值得
动用石铡，它们只能大材小用地当
做磨刀的砺石，天长日久，或被损
毁，或者在历次黄河泛滥中淤没地
下。

“1958年茶庵公社修建水电

站，需要大量石材做地基，石铡也
没能逃过此劫。”雷雨介绍，那年初
冬，几个村民将最后一块儿、重约
350公斤的石铡装上马车，卸在朱
三庄村东南1华里许、高堤河（引
黄灌溉北干渠）北侧的水电站工
地。

据当时在水电站工作的小靳
庄村民兵队长吴守业回忆，石铡被
埋在水电站地基下，填埋约六七米
深。由于水电站已拆除多年变为
农田，具体位置已无法找寻。

往事越千年，魏武留下的石铡
在滔滔历史长河中消逝了。

十年磨一铡 七旬老汉梦成真

76岁的田金汉，是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辈子住在
草场村，他一直有个梦想：复制一
个八棱石铡，把这个关于草场村的
传说传承下去。

早在2006年，田金汉和三子
田超奇历经周折，在尉氏县发现了
一个可以用于复制石铡的大石磙，
便花重金购回。

一次偶然机会，田超奇结识了
河北雕刻之乡曲阳县的知名石匠
刘立强，并把他请到了中牟。田金
汉拿出自己制作的模型，同刘立强

一起设计。由于选料好，经过多日
努力，终于今年7月7日将石铡复
制成功。复制的石铡长68厘米、
直径58厘米、周长188厘米，两侧
面为十全十美图形，复制共计花费
近万元。

“复制石铡，是想要后人了解
一千多年前的事情。如果我们这
一代人再不去说，往后谁还会去
说，没人知道。”田金汉说出了复制
石铡的初衷。中牟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喜爱表示，田
金汉不但自己是非遗传承人，现在

又将千年前的石铡复制了出来，精
神难能可贵。“现在，这个石铡已经
被立为郑州市非遗项目《官渡的传
说》的承载物。”

石铡复制成功后，田金汉想把
石铡捐献给草场社区，放在醒目的
地方，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把那
段历史传承下去，让草场村的智慧
传说永远流传下去。

线索提供 雷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田金汉老人和他还原的石铡

““迎峰度夏迎峰度夏 节电有奖节电有奖””
寻找“绿城节电之星”

温馨提示

时间：7月21日（本周四)上
午9点半到11点半。

地点：河南省军区医院眼科
（郑州市金水路与经七路交叉口
向北50米路东）。

要求：7-14岁的儿童均可免
费报名参加，需有一名家长陪同
前往，限30人（不包括家长），按
照报名次序，名额报满为止。

报 名 方 式 ：拨 打 大 河 报
96211热线，报名时请留下孩子
的姓名、参加人数及联系方式。

特别提醒：为了保证活动准
时开始，请报名成功的小朋友，务
必在周四上午9点前到达指定地
点。

[特别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