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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小记者探秘新郑国际机场T2航站楼

体验踏出国门第一步
□记者 赵腾飞 实习生 卞晶晶
通讯员 张岐 文图

核心提示┃8月16
日，40余名大河报小记
者走进新郑机场T2航
站楼郑州边防检查站出
入境执勤现场，体验出
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揭
秘小小“验讫章”的神奇
之处。

出了这个门，就相当于已经出国了

跟国内航班不同，出入国
门必须经过出入境边防检查。
郑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三科
检查员徐安安告诉小记者，T2
航站楼的出境边检候检区面积
有850平方米，最多可容纳900
人同时候检，跨过出境候检区，
就相当于出国了。

出国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
接受边防检查，在模拟环节，边
检警官对小记者进行了现场检
查。“你想去哪个国家？”面对边
检警官的询问，小记者唐嘉轩
说“想去美国”。“去美国干什么

呢？”“去美国上哈佛大学！”虽
然是简单的对话，可是徐安安
告诉我们，有时候他们能够从
对方的衣着外貌、姿态表情和
语言语气中觉察出蛛丝马迹，
发现企图非法出境人员。执勤
警官告诉记者：“边防官兵的职
责和使命，就是守护好国门。”

除了询问，检查护照也是
必不可少的关节。“必须检查护
照吗？身份证不可以吗？”对于
小记者的疑问，工作人员解释
道，护照是在国外的身份证明，
身份证出国就不能再用了，而

且，护照检查完以后，还要盖上
一个特殊的印章，才可放人通
行。

边检警官在护照上盖的特
殊的章叫做“验讫章”，别看只
是一个小小的验讫章，它不仅
是一枚小小的印章，更是国家
主权的象征。徐安安告诉小记
者，每个验讫章都有编号，是独
一无二的，伴随着验讫章主人
的工作生涯，在护照上盖上章
就意味着对这个人承担责任，
章起章落，责任重大。

体验出入境流程，既有趣又长见识

体验完出入境的流程，小
记者深入到机场T2航站楼的
内部参观，在展览墙上，一幅幅
呈现出郑州边防检查站发展史
的黑白照片引起了小记者的注
意。徐安安介绍说，随着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
国家战略，郑州口岸出入境旅
客也呈井喷式增长，从2010年
的 10 万人到 2016 年的将近

130万人，T2航站楼也在不断
发展国际航线。

最让小记者激动的是目睹
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询问室”。
询问室是对有嫌疑的人员进行
询问的地方，除了身高检测表、
摄像头、桌椅，还有经过特殊处
理的桌椅和墙壁。

“为什么这个墙壁是软的
呢？”小记者摸着凸起的“软墙”

问。徐安安告诉小记者，把墙
壁进行软包装，是为了防止有
人在询问的过程中出现自残的
行为。看到询问专用的椅子，
小记者忍不住上去体验了一
把，感叹道：“太刺激了！”

“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郑州
边防检查站出入境执勤现场，
既有趣，又长了见识，真好！”小记
者亮亮表示此次活动收获良多。

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 我省学子摘11金5银
8月20日上午，第26届全

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落幕，我省选手发挥出色，斩获
11金5银。

据了解，本届比赛共有全
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30 支队
伍的 240 位队员参赛。经过激
烈角逐，我省选手发挥出色，斩
获 11 金 5 银。其中，郑州外国
语学校参赛的12名学生全部获
奖：吴一尘、许轶婧、汝溪、杨昆

达、杨雨翔、陈彦硕、赵雨欣、朱
珍妮、栗晨曦 9 名学生获得金
牌，郭欣婷、王康、欧震3名学生
获得银牌。获得金牌并进入国
家集训队的选手将获得名牌大
学保送资格，获得银牌的选手
也将获得名校降分录取等政策
优惠。我省另外两名获得金牌
的学生一名来自河南省实验中
学，一名来自河南师范大学附
中。

本次大赛还选拔出优秀选
手组成国家集训队，依托清华、
北大等名校，进行培训和进一
步选拔，组成中国代表队参加
国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此次
国家集训队队员共50人，河南、
河北两个省份最多，均为 6 人，
而其中郑州外国语学校以 4 人
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好成绩，成
为此次生物国家决赛的最大赢
家。记者 谭萍

小学新生迎来入学嘉年华
8 月 20 日是郑州市郑东新

区众意路小学2017年新生入学
报名第一天，孩子们一到学校，
就被卡通大门“众意欢迎你”吸
引了目光。更让他们开心的
是，每个人还领到了一张入学
嘉年华寻宝图。

这张寻宝图给了孩子们充
分展示才华的机会，第一关打
地鼠游戏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反

应能力；第二关趣味跳跳跳游
戏在娱乐中锻炼孩子们的思维
敏捷性；第三关水果忍者游戏
让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得到了进
一步提高；第四关运动小达人，
孩子们对跳绳、篮球、呼啦圈等
器械喜爱有加，玩得特别起劲，
不知不觉就养成了爱运动的好
习惯；第五关“我是众意小百
灵”活动，让孩子们一展歌喉。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同学们领
到了入学通知书。第一个拿到
入学通知书的男生和女生还获
得了和校长合影的机会。

孩子们领到了属于自己的
爱心名片，每名新同学拍了一
张入学留念照片，新颖有趣的
开学方式让孩子们欢乐的同
时，轻松开启了他们的人生求
学之旅。记者 赵腾飞

小记者体验出入境边防检查流程

开学在即 妙招收心
□记者 陈秀华

核心提示┃8月25日，新学期开始。临近开学，有些家长
担心：孩子在暑假玩疯了、心野了。有的孩子不但对开学不怎
么积极，还出现情绪低落、爱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那
么，如何帮孩子克服开学焦虑情绪，让娃及时收心呢？

开学前夕，娃们在干吗？

阿桃：8 月 25 日，娃们该开
学了。开学前，孩子在干什么？

小雨：这几天针对老师布置
的作业要求，一项一项整理作业！

阿桃：爱学习、会学习的好
孩子。

曲曲：带孩子在海边玩呢，
快开学了，让孩子放松一下。

家有儿女：我带儿子去北京
旅游了。

小雨：孩子今年暑假什么班
都没报，只做学校布置的暑假作
业。我要求她一定要高质量完
成作业。女儿在家看了不少书。

小鸽子：孩子跟他爸爸回农
村奶奶家住一周。

家长支妙招，教娃娃收心

阿桃：假期里，家长跟孩子
相处时间最长、最了解孩子的习
惯，“收心”应从家长做起。

芊芊：家长给孩子提供安静
的“收心”环境很重要。

静水流深：按孩子上学的时
间起居，家长按时准备三餐。

博：督促孩子早睡早起，调节
生物钟，适应开学后的“时差”变化。

不拘一格：早晚跟孩子一起
运动，如打球、踢毽子、跑步等，
都能有效增进亲子感情，缓解孩
子开学前的焦虑情绪。

迟到者：在尊重孩子的前提

下，家长可与孩子共同拟订新学
期计划。

菲菲：父母可乐观地跟孩子
谈论学校和新学期，多说些欣
赏、鼓励的话，给孩子信心。对
于新入学的孩子，可带他到学校
附近逛逛，有条件的可以带孩子
到教室看看，减少陌生环境给孩
子带来的心理压力。

真真：家长最好能制定个家
庭学习计划，购买历史、人物、励
志书籍，与孩子一起阅读，培养
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人文素养，让
孩子感受学习氛围。

老师提前行动，学生快速适应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收
心教育应与“暖心”相融合，教
师提前介入，效果会更好。事
实上，老师、学校的暖心行动已
经提前开始啦！

薛国林（郑州枫杨外国语
学校政教处副主任、班主任）：

开学前，老师可以通过电
话询问学生的作业进度，以及
需要老师提供的帮助；老师还
可以告知学生应做哪些准备，
比如学生可以做一套上学期的
试题；把暑假预习的新学期内
容再做一做。学生也可以主动
联系老师，听听老师的建议！

白惠珠（郑州市金水区纬
五路第一小学语文老师、班主
任）：

临近开学，白老师陆续给
孩子们短信“对话”了好几次。
比如“亲爱的孩子们：暑假将
尽 ，新 学 期 已 在 向 我 们 招 手
啦！怎么样？你是不是已经跃
跃欲试，期待见到老师和同学，
期待坐进新教室了？想必你的
假期一定轻松快乐又紧张充实
吧？期待开学第一天听到你分
享暑假经历和收获哦！”“亲爱
的孩子们，放假前，各科老师布
置的每项作业你是否已经完
成？请你尽快检查一下有无缺
漏，及时完善啊！”不时有学生
给白老师回短信：“白老师，我
想你了，也想同学们啦！”“迫不

及待，盼望开学！”看到孩子们
的回复，白老师很高兴。“帮孩
子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是开
学前最好的收心。”白老师说。

张伟彩（郑州第五十八中
学教科室主任）：

对于临近开学孩子表现出
的厌学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学生逐渐进入学习状态，家
长别给太大压力。开学前，可
以让孩子静下心来，多看看课
本，复习上学期的知识。鼓励
孩子在学习上知难而上。

刘娜（郑州市高新区外国
语小学校长）：

开学前，所有老师提前一
周到岗，进行师资专业培训，准
备学生入学课程。每学期开学
之初，学校会专门给学生开设
入学课程，教导学生如何安排
自己的快乐大课间，做到文明
礼仪，整理学习用品。开学第
一周，学校还安排有固定的课
时，分家务、阅读、旅游、公益四
个 主 题 ，展 示 学 生 的 假 期 收
获。学校还开设小讲堂，让学
生自己制作 PPT 分享假期收
获，让学生在心理上为快乐暑
假画个句号，专心准备新学期
的学习生活。

教育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