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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高中生心目中，
都有一所自己梦寐以求的大
学。郑州科技学院为啥能吸
引大批优秀学子报考？

理由一：办学特色突出
学校以工科为主体，经

济、管理、艺术等多学科协调
发展，现设 15 个二级学院
（部），39个本科专业，36个专
科专业，新打造的“智能制造
学院”“泛IT学院”“全球供应
链&跨境电商学院”等新工科
人才培养平台，在虚拟现实技
术、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
3D打印技术、物联网工程、新
型数控机床、新能源等方面在
社会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理由二：培养平台宽广
学校建立了满足基础实

验教学的“实验中心”，不出校
门就能实习实训的“工程训练
中心”，开展科研创新活动的

“科教中心”，以及融合产学研
一体化的“众创中心”等。学
校依托创新实践平台，学生研
发的机器人、3D打印机等获
得省级以上奖励700余项，国
家授权专利200余项。

理由三：共享郑大资源
学校与郑州大学签订联

合培养人才的合作协议，两
校在教学改革、师资培养、科
研学术、创新创业、研究生培
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理由四：教师队伍优秀
学校云集了一支师德高

尚、教科研能力强的教师队
伍。每年通过业务培训和企
业挂职的方式，提高教师业
务水平和执教能力。

理由五：奖助体系完备
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金
等 10 余项。目前，学校建立
了多元化社会资助政策体
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

理由六：校园文化纷呈
学校现有社团 66 个，涵

盖个人爱好的方方面面。通

过社团活动，学生获得了更
多自我展示的平台，能够根
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自主选
择社团活动，发展兴趣和特
长，挖掘学生潜能，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与社会竞争力。

理由七：深造升学无忧
在专升本与考研方面，各

学院每年举行动员会、宣讲
会、座谈会等，让学生及早掌
握相关课程学习方法，同时对
考研的困惑与问题进行全方
位解答。今年，机械工程学院
学生谭宁宁、陈华东在专升本
考试中，分别获得全省专业第
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考研
的应届毕业生中90%以上达
到了国家线，80%以上的学生
被正式录取。

理由八：面向国际办学
近年来，学校先后与美

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新
西兰、西班牙等国高校合作
办学，在课程改革、学术交
流、教师互派、海外实习、研
究生培养等方面实力加强，
同时更提高了学校在国内外
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理由九：生活条件优越
学生公寓为河南省标准

化学生公寓。宿舍以四人间
为主，每层楼建有洗浴间、洗
衣房，配备吹风机、洗衣机、
烘干机等，新建宿舍楼实现
独立卫生间，实现无线网络
全覆盖。

理由十：就业渠道畅通
学校主动联姻 100 余家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开办订
单班、冠名班。据统计，每年
近1/3的毕业生，通过这种方
式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学校
利用河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
民办类分市场的有利条件，
定期举办招聘会，吸引了云
和数据有限公司、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海尔集
团、格力电器郑州分公司等
全国700多家企业参加，每年
为 毕 业 生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15000 多个。学生近三年就
业率均在96%以上。

6月28日下午2时许，
在南阳市方城县方拐公路拐
河分水岭段，一处急弯陡坡
处，一名司机驾驶的白色轿
车突然失控，翻滚着掉进距
离路边两三米远的水库中，
挡风玻璃在这个过程中也被
撞碎了。危急时刻，乘坐班
车经过此地的拐河镇徐沟村
青年徐庆昌从车上飞跑下
来，奔向事故现场，奋不顾身
地跳入水中，从破碎的汽车
前窗钻进车内救人。与此同
时，车辆正慢慢往深水处滑
动，车上玻璃割破了他的身
体，但他全然不顾。

正在这时，在水库对面
居住的王大叔也从水中游
了过来，班车上的司机也下
来帮忙。此时，满脸是血的
白车司机已经清醒，在三人
协助下脱险。而车后座挣
扎的老人，也很快被营救了
上来。当徐庆昌再折回去
营救坐在后排座右边的那
个孩子时，发现孩子已经呛
入不少的水昏迷了，有一条
腿还卡在座位间的缝隙中，
徐庆昌几个人前拽后推，费
了好大力气才将孩子救出。

此时，车头部分也完全
滑入水中。当110和120到
达后，落入水中的轿车被吊
车拖出。

由于耽误了行程，受了
伤的徐庆昌在民警的帮助
下拦了一辆车，便急匆匆地
走了。

“这娃不愿意接受采访，
我把他从分水岭拉到拐河街
时想给他拍照，他说什么也
不让拍。”据司机说，在徐庆
昌妈妈几番劝说下，他才勉
强同意拍照。这个孩子很优
秀，给当代青少年树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媒体应该好好
宣传一下咱身边的活雷锋。

据了解，今年19岁的徐
庆昌，毕业于南阳市张衡中
专。当天，徐庆昌从拐河街
坐上了下午1点55分发往
方城的班车，准备去学校完
善信息，刚好路遇落水车
辆，救人之后，连个联系方
式和姓名也不愿留下。

当记者联系上徐庆昌告
诉他，出事车司机的家人要
去他家当面道谢时，徐庆昌
说什么也不让。“拜托您转告
他们，可别让人家破费了，人
只要平安就好，再说当时那
情况，有一点担当的会游泳
的人都会那么干的。”

据悉，被救的三人家住
方城县四里店镇，老人与司
机只受了轻伤，并无大碍，
孩子经抢救后，已脱离危
险。

本报讯 7月4日上午，
“90 后”小伙李悦功和“80
后”暖男李冰，同时在河南省
肿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分别救助一名素不相识的3
岁病童和一位 25 岁的患
者。自此，河南第684、685
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诞生。
在捐献期间，河南省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郭巧敏、省直文
明办主任王勇生到捐献现场
看望慰问，两位暖男所在单
位——河南省轻工业学院和
郑州市中原区卫计委的领导
也来到现场为二人加油。

据记者了解，2015年，

“90后”李悦功作为一名在
校大学生，积极参加了无偿
献血，同时也留存血样申请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
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

两年后的5月18日，经
中华骨髓库检索，李悦功与
一名3岁的男孩HLA（人类
白细胞表面抗原）相合。

经过高分辨检测和全面
体检，李悦功完全符合捐献
条件。“得知与小患者高分辨
相合后，我就开始规律饮食、
睡觉，加强锻炼，准备为小患
者捐献高质量的造血干细

胞，让孩子早日恢复健康！”
李悦功说。

“80后”暖男李冰，是郑
州市中原区卫计委一名公务
员。2009年5月9日，他积
极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期待
有一天能捐献造血干细胞挽
救生命。“没想到啊，我这一
等就是9个年头。”李冰称。

2018年3月，李冰接到
自己与一位25岁白血病患
者配型成功的通知，等待已
久的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捐献。最终根据患者病情，
定于7月4日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患者带去希望。

报考郑州科技学院
十大理由

事了拂衣去 不问功与名
轿车翻进水库3人命悬一线 19岁小伙儿出手相救后悄然离去

一个80后一个90后
两暖男同日捐髓救人

6月28日下午2时许，
在南阳市方城县方拐公路
拐河分水岭段急弯陡坡处，
一名司机驾驶的白色轿车
翻滚着掉进距离路边两三
米远的水库中，车上3名乘
客命悬一线，路人徐庆昌与
其他市民合力把人救起后
默默离开……

昨日，记者辗转联系
到徐庆昌，得知他已经身在
苏州，即将进入一家电子厂
工作。徐庆昌告诉记者：
“当时那情况，有一点担当
的会游泳的人都会那么干
的。”

奶业知识 百日百题

问：散卖的生乳是否安全？
答：生乳较难达到直接饮用标准，只有奶畜健康无疫

情无疾病、牧场管理规范奶畜生活环境清洁卫生无粪污
存积、生产贮存运输过程科学规范无污染无变质的生乳
才能供人直接饮用。散卖的生乳因奶畜健康状况、饲养
管理条件、投入品使用情况等因素存在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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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落水
他与众人勇救三人

婉拒谢意
称谁都会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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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瞧

经劝说才勉强同意拍照的徐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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