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青春叫高考，有一种
关爱叫护考。

今年，全省共设有850个标
准化考点、31146个标准化考场，
全省共有数十万工作人员为百万
考生悉心护考。

郑州市第47中学考点门口，
红色遮阳篷下的商务区派出所高
考户籍便民服务站里，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高考这两天，考生
如遇忘带、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便
民点可以快速核实信息，并现场
开具身份证明，方便考生参加考
试。

“还有一个考生，马上就到，
请家长们让开入场通道。”8点43
分，47中考点门外，家长们在交警
的指挥下纷纷让出一条通道。1

分钟后，骑警带着一名考生飞驰
而来，考生取下头盔，向考场跑
去。考试期间，全省各地都配备
警用摩托车待命，随时为遇上交
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
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提供应急
援助服务。

他们在各行各业，他们在协
调联动，努力为考生营造平安健
康、公平公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
境：公安部门开展高考安保专项
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工信部
门开展拉网式电磁环境监测，全
面阻断考试作弊信号。卫生健康
部门派驻专人指导考点防疫。财
政、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密切
配合，全力做好高考各项服务保
障……

从6月7日早上7点开始，
在郑州市区及所辖各县（市）
区的15个考区、171个考点，
郑州交警成立党员服务队，发
挥党员先锋引领作用，由党员
带头提前上岗，每个考点配备
6名交警，3辆警用摩托车，一
边疏导交通，为接送考生车辆
开辟上下车绿色通道，即停即
下即走，一边随时待命，为考
生和家长提供服务。

6月7日8时15分许，在
郑州四中考点门前，一名女生
来到七大队执勤交警李永宾
跟前，称走错了考点请求帮
助，李永宾随即让该女生戴上
安全头盔，载着她迅速赶往健
康路郑州七中考点，用时7分
钟将其安全送到。

6月7日8时30分，交警
六大队民警杨帆等巡逻至商
务外环与平安大道交叉路口
时，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坐在路
边，表情痛苦，双臂抽搐，杨帆
迅速上前询问情况，经了解，
该女士为考生家长，送孩子进
入考场后心情紧张，突然感觉
头晕目眩，身体抽搐不受控
制，杨帆迅速让队员拨打120，
同时安慰女士放松心情，帮助
联系其家人，等待救援。5分
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

该女士送医，女士家人对民警
表示感谢。

6月7日14时30分，六大
队民警杨帆在47中考点门前
捡到一部白色手机，经查看手
机通话记录，拨通了手机所有
人家长的电话，原来是考生付
某的手机，其和父亲中午在考
点门前休息时不慎将手机丢
失，核实信息后，民警将手机
交还，受到考生家长的感谢。

6月7日14时13分，在登
封市外国语中学考点执勤的
交警孙萌萌和范亚锋发现一
名考生腿部受伤，行动不便。
于是两人迅速找到一辆轮椅，
将该考生顺利送入考场。

6月7日上午9时30分左
右，中牟交警铁骑民警在中牟
一高高考执勤点执勤时，一名
学校老师称一考生不慎将准
考证、身份证掉进厕所里被水
冲走了，准考证已通过教育局
补办出来，现急需办理临时身
份证，否则将导致考生的信息
无法录入。接到求助后，铁骑
民警王海锋立即启动警用摩
托车，载上该老师风驰电掣般
地驶向离考点最近的广惠街
派出所，15分钟后，为该考生
顺利完成了临时身份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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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企业而融之” 四联互动合作，让产教融合驶入“快车道”

“融学科而新之” 学科交叉融合，构建特色学科专业集群

教育如何与实际接轨？黄河科技学院找到了答案：
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

在这里，老师都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教师，也
是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学校坚持外引内培，致力于
打造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确保产教融合顺利推进。

对外“引进来”做“增量”，打破教师和技师的界限，积
极引进柳冠中、何晓佑、张福昌等近百位艺术设计大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成立名师工作室，通过工厂式院
校、院校式工厂有机融合。目前，学校聘请企业优秀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89人担任行业导师。

对内盘活现有“存量”。每年学校都会选送专任教师
到复旦大学、汉威电子科技等高校和企业进行深造或挂
职锻炼，了解行业发展最新动态，目前，学校专任教师中

“双师双能型”教师800余人。
同时，学校还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教育部全国首批万名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教师
等荣誉教师150余人。

4年连坐头把交椅 是谁？

黄河科技学院领跑全国民办大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田菊

国内第一民办
本科高校，是什么
样子的？

随 着 武 书 连
2021 年中国民办
独院综合实力排行
榜的发布，黄河科
技学院再次惊艳了
朋友圈：以 4.027
分获得第1名。

对于黄河科技
学院来说，这点成
绩不算什么，全国
200 所民办大学，
她连续四年稳居榜
首。这不是“凡尔
赛”，是实打实闯出
来的！

好 成 绩 的 背
后，是三十七年的
不辍耕耘。练内
功，增外援，用“两
条腿”走路，让这所
民办一流应用科技
大学建设的脚步迈
得既稳又实。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当这些热词走进黄河科技学院，就
不再是单薄的文字，而是人才的“流量池”。

电子信息类专业改革如火如荼，探
索出了适应“新工科”建设的ICT人才
培养运行机制和课程体系；在现代农业
工程研究院，学校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提
升和改造传统农业，打造校校合作优势
互补协同育人的新模式……用好了学
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学校新医科、
新工科、新文科三个专业实习基地获批
河南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不仅如此，2020年，河南省本科高

校专业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也落户学校。
目前，学校集聚了人工智能、材料、

机械、自动化、文化创意等一批优势学
科专业，凸显了对区域及河南省经济转
型、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现有省级重
点学科5个，河南省特色专业6个，河南
省一流本科专业9个，河南省民办教育
品牌专业14个。学校拥有的省级重点
学科、一流本科专业、特色品牌专业数
量居全省民办高校首位，形成了工科优
势突出、学科链与产业链关联度高、学
科布局对地方主导产业支撑度强的办
学优势。

工学部学生小宇，正在学校创客工
厂的实训车间里忙活得满头大汗。每
天上完基础课，小宇和同学们都会来到
车间里，通过仿真模拟、数控操作来制
作缸压阀门和轴心。

而这只是黄河科技学院产教融合
的缩影之一。以问题为发端，面向企
业、社会需求；以应用为导向，培养与企
业“零距离”的毕业生，产教融合的定位
与理念在黄河科技学院早已深入人心。

中关村发展集团、宇通集团、河南
投资集团……这些行业大咖就在校园
里，学生们摸得着看得见。

在产教融合“快车道”上，黄河科技
学院高速行驶着：目前，学校重点打造
信息工程、文化创意等6个特色专业集

群和8个现代产业学院；成立“电子信
息”等13个省市级名师工作室；“体医融
合”“智游”等6个创新班（订单班）；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316个；国家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省院士工作站、博士
后研发基地、重点实验室、国际联合实
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等高层次教学科研平台50余个
……

不仅如此，学校与中科院软件所、
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等共建网络安全
学院、科技创新平台、联合培养研究生，
2020年与河南大学、河南科技大学联合
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总人数
扩大到25人。

“聚英才而用之”

内培+外引，打造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理工实验大楼

有人走错考点，有人突然生病，有人补办证件……

昨天，郑州交警忙坏了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瞧 文 郑州交警支队供图

“交警同志，孩子身份证拿错了，能帮忙取一下
吗？”“孩子赶考太紧张，身份证丢了！”“准考证落在昨
晚入住的宾馆了！”……6月7日，2021高考拉开大幕，
郑州交警全员上路，指挥疏导，警用摩托车风驰电掣，
分秒必争。记者从郑州交警部门获悉，高考首日郑州
交警共援助考生及家长36人。

状元秀、旗袍秀、向日葵、“录取通知书”……
各式助考，满满都是祝福

铁骑待命，随时准备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985、211”警车护考
预祝考生考上重点学校

据记者了解，为给考生加
油鼓劲，高考期间，新密交警出
动豫A0985警、豫A6211警等
尾号为“985、211”字样的警车
为考生护考，预祝广大考生金
榜题名，考上重点院校。

设立爱心助考服务站
熬制绿豆汤服务考生家长

6月7日上午，交警四大队
在郑州市商贸管理学院考点设
置爱心助考服务站党员先锋
岗，为考生提供口罩、矿泉水、
藿香正气水等防疫降暑用品。

6月7日上午郑州市气温
高达38摄氏度，为了给候考家
长和执勤民警解暑降温，交警
三大队提前熬制绿豆汤，分别
送到郑州四中、106中学、郑州
57中、郑州19中、郑州二中、郑
州五中等考点，将一杯杯清爽
解渴的绿豆汤送到候考家长手
中，缓解他们的焦虑和疲惫，受
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6月7日上午9时，
随着首科——语文考试
开考铃声的响起，2021
年河南高考正式“上
映”。十余年苦读，三年
奋斗，全力以赴，未来很
酷，河南百万学子终于
迎来梦想开花的日子。

今年，全国共有
1078 万考生参加高
考 。 这 两 日 ，河 南
79.07 万普通考生和
6.98万对口招生考生
走进考场，9日，18.74
万专升本考生将接力再
战。6月7日下午5点，
考生们交上了语文和数
学的答卷，8日只剩文
综/理综和外语，高考已
完成一半，河南考生们，
加油！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樊雪婧 文 张琮 摄影

【牵着你的手 陪你轻松迎考】

上午8时不到，郑州市第47
中学考点外，已经来了不少家长
和考生。

提前到达的考生按照地面间
隔标志，在树荫下排队等待入场。

有三两考生聊天放松，也有
考生闭目养神，更多的还是争分
夺秒，拿出错题本再看一眼，拿出
课本再多背一句……

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妈妈和
女儿手牵手走来，护送着女儿进
入考生通道，妈妈在一旁做出加
油的姿势。“加油，女儿，什么都别
怕！妈妈在这儿等你。”

8点20分，考点开放入场，考
生们通过考生通道快速入场，通

道旁的家长们默契地轻声说着
“加油，孩子们”。

在郑州四中考点外，有一支
送考队伍格外引人瞩目。统一的
红色T恤上印着“高考满分”，手
里的扇面上写着“逢考必过”，他
们站成一列给走进考场的孩子们
加油、打气，时不时送上一个拥
抱，“加油，好好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了解
到，前来送考的都是四中的高三
班主任，服装和道具是老师们提
前自发准备的，希望在考前给孩
子们增加一点信心，让孩子们放
松心态来参加考试。

【你在考场里为梦而战，他们在考场外为你守护】

提前到达的考生按照地面间
隔标志，在树荫下排队等待入场。

郑州市第47中学考点，学弟学妹们组团来为高三学姐、学长
送向日葵加油打气。

考生站在模拟“小状元”和“录取通知书”展板前合影留
念，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缓解自己考前紧张的心情。

在商丘一个爱心志愿者服务点免费赠送的矿泉水上还套了
一张张小卡片。“亲爱的哥哥姐姐们，你们面对高考，我在这里给
你们送祝福，祝你们考上理想大学……”落款是一年级的小学生。

7日8点20分，郑州一考点开放，考生持准考证，有序排队通过考生通道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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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一朝露锋芒。一
年一度的高考再
次拉开帷幕，各地
考场早早地就围
满了送考的家长
和考生，考点外搭
满了爱心助考遮
阳棚，在这里可以
免费领取矿泉水，
医疗用品等。现
场不时有爱心送
考的车辆将考生
送到考场，考场外
有家长穿着旗袍，
寓意“旗开得胜”
为孩子送祝福。

郑州交警提前深入全市
各个考点，针对不同情况，一
个考点一个保通方案，提前摸
排设置禁鸣、禁行等各类临时

交通标志标牌570块，设置临
时停车位8900余个，在15个
考点门前道路采取单向通行
等交通措施，做好交通保障。

郑州交警提前深入各个
考点，针对乱停车、乱鸣笛等
影响高考的交通违法行为，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共拖移乱停

放机动车230辆，处罚乱鸣笛
交通违法行为89起，集中整治
各考点周边交通秩序。

成立党员服务队 爱心援助不停歇

提前整治各考点周边交通秩序

提前深入各考点做好交通保障

高考“首映”平稳顺利
加油！少年的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蔡君彦 宁田甜 谭萍 陈海峰 许俊文 实习生 朱雷通 刘硕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