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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公示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5 月 14
日，记者从省招生办获悉，今年共有
18 所港澳高校在我省招生，目前部
分港校申请工作已经开始，考生可以
上网填报。

据介绍，今年香港共有 12 所高
校在我省招生，除香港中文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两所高校按照内地高校
招生形式招生外，其余 10 所高校为
单独招生，招生计划不分到省。其
中，香港大学计划在内地招生不超过
300 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
录取。申请人须在 6 月 15 日前在内
地招生官网完成申请程序。香港科
技大学今年内地计划招生 150 人，网
上报名 6 月 11 日截止。香港理工大

学内地计划招生 290 人，网上报名 6
月 7 日截止。香港浸会大学不预设
名额，择优录取，网上报名 5 月 31 日
截止。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
学分别计划在豫招生 13 人（文史类 5
人，理工类 8 人）和 4 人（文科 2 人，理
科 2 人）。

今年澳门 6 所高校拟在内地招
收本科生 5000 名，分别是澳门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
旅游学院、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
城市大学，网上报名申请已陆续开
始。考生可登录澳门高校网站，按要
求报名，高校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本
校要求录取。考生报考澳门高校与
内地高校录取不冲突。 ③9

18所港澳高校在豫招生
部分港校申请已开始 考生可上网填报

本报讯 （记者李 红 实习生吕
巧力）5 月 13 日，记者从河南省 2014
年“三区”社工人才支持计划签约会
议上获悉，按照民政部的部署，今年
我省将继续选派 20 名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到封丘等四县提供为期一年的
社会工作服务，并为当地培养 12 名
社会工作人才。

“三区”即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按照民政部的
部署，去年，我省首批从高校、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厅属事业单位中
选派 20 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派驻
洛宁、汝阳、虞城、滑县四个受援县，
开展为期一年的社会工作服务。

按照民政部的部署，今年我省再
选派 2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派驻封
丘、汝阳、罗山、滑县四个受援县，每个
县确定2～3名培养对象作为当地的社
工人才。他们将为受援县农村留守儿
童、老人、妇女和贫困对象策划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链接社会服务资源，培训
社会服务队伍，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会议现场，省民政厅负责人分别
与受援县、高校和民办社工机构等签
订了“三区”社会工作人才专项计划
服务协议。据悉，选派工作经费按每
人每年 2 万元标准安排，主要用于选
派人员到艰苦地区的工作补助、交通
差旅费用、保险及培训费用等。③10

我省启动 2014 年“三区”社工支持计划

20名社工赴四县开展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马
鹏宇 谢大为)5 月 13 日，记者从濮阳
市人社局获悉，随着最后一批医保刷
卡 POS 机安装投用，濮阳市城区内医
保刷卡缴费业务实现了全覆盖。至
此，濮阳市城区参保群众均可在各定
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凭银联卡刷卡
缴费，同时也可刷卡就诊，进行医疗
保险门诊统筹消费。

据介绍，近年来，为方便城镇居民

参保就医，打造高效能、全方位、零距
离的医保服务，濮阳市医疗保险处在
市城区积极推广“零距离服务平台”，
在原有的参保登记、政策咨询、门诊就
医、费用报销等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
实行政策就近获取、参保就近办理、保
费就近缴纳、待遇就近享受，并增设居
民医保缴费、参保变更、家庭治疗、家
庭护理等项目，为濮阳市城区 17万余
名参保群众提供了便利。③10

濮阳城区医保刷卡缴费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王 平）5月12日，中
国书法家协会正式授予永城市“中国书
法之乡”称号。这是该市继“中华诗词
之乡”后收获的又一张“文化名片”。

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书法历史
悠久，历代书法名家在此留下了诸多
碑帖墨宝，现存有文字的墓道塞石
3000 余块，唐宋元清碑铭墓志近 200
块，使永城人养成了崇尚书法的风气。

近年来，永城市坚持把“书法之

乡”作为一张文化名片来打造，把书
法普及作为一项文化工程来推进，构
建了村、乡镇、城区三级书法活动阵
地网络，扎实推进书法“进课堂、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景区”
活动，形成了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
该市书法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有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8 人，河南省书
协会员 82 人，商丘市书协会员 180
人，全市书法爱好者过万人。③11

永城获“中国书法之乡”称号
5月13日，在郑州务工的小刘告诉记者，

他父亲在银行的 7000 余元存款取出来了。
因为没有密码，他为支取这笔钱，在银行和公
证处奔波了一年多，最后拿着法院出具的民
事调解书，才得以解决难题。

为取7000元，跑了一年多
小刘是淮阳县白楼乡农民，其父于 2012

年 11月去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小刘发现
父亲生前在郑州某信用社存有 7000余元钱，
因母亲多年前已去世，小刘就和唯一的弟弟
商量，把钱取出来补贴家用。

兄弟俩拿着存折、身份证、户口簿以及
父亲的死亡证明等证件赶到银行，但因为没
有存折密码，银行拒绝向兄弟俩支付这笔钱，
并告知他们取钱还需要公证处出具公证书。
小刘来到一家公证处，又被告知需提供多项
证明材料，还要缴纳700元公证费。

为取出 7000 元存款，弟兄俩没少作难，
小刘说：“我们前前后后跑了一年多，多次
找银行协调未果，去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
又不够。”

今年 5 月初，兄弟俩来到郑州市管城区
法院。该院立案庭法官核实了弟兄俩的情

况后，启动农民工绿色通道，优先立案，当场
出具了法定继承民事调解书，调解书载明父
亲生前存款归哥哥小刘所有，弟弟放弃继承。

拿着民事调解书，小刘来到银行顺利取
出存款。

没有密码，取款为何这么难
记者来到郑州市的多家银行咨询。工

作人员说，“依据《储蓄管理条例》，继承人
无密码情况下支取存款，需要到公证处开
具公证书，这种做法也是保护储户的权
益。”

记者查询得知，相关条例规定：存款人
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提取该项存款，应向
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未设公证处的
地方向县、市人民法院）申请办理继承权证

明书，储蓄机构凭此办理过户或支付手
续。“该项存款的继承权发生争执时，由人
民法院判处。储蓄机构凭人民法院的判决
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
续。”

记者在郑州黄河公证处了解到，2013
年 9 月份，河南省公证协会发布了《关于办
理小额遗产领取及保管资格公证的指导意
见》，简化了小额遗产领取的程序，不再需
要所有的继承人都到场，只需要继承人放
弃声明书即可。公证费用也大大降低，建
议各公证机构根据遗产数额在 30～240 元
之间收取公证费。而之前，无论遗产数额
多少，继承类公证费最低 500 元，其他继承
人放弃声明每人收取 200 元。

管城法院立案庭法官贾思凤告诉记
者，小刘兄弟俩的情况属于法定继承，可以
到法院进行继承类诉讼。持法院开出的具
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者民事调解书，明
确法定继承人和继承金额，即可到银行支
取老人存款或者修改密码。

面对繁琐的取款手续，我省知名律师
李桂萍提醒老年储户：小额存款可以不设
密码，数额大的最好将存款密码告诉配偶
或 子 女 ；不 要 乱 放 存 单 、存 折 等 银 行 凭
证。③10

□本报记者 谢建晓 实习生 吕巧力

为取亡父 7000 元 兄弟俩奔波一年多

没有密码 过世老人存款咋支取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王绿扬）从 5 月 14 日起，我省军地联
合开展军服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打击
非法生产、销售、穿着、使用军服的行
为。根据有关规定，非法生产、买卖
军服等行为将被相关部门处以 1 万
元至 10 万元罚款。

按照《条例》要求，禁止买卖、出
租或者擅自出借、赠送军服，禁止使
用军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装备
的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禁止以

“军需”、“军服”、“军品”等用语招徕
顾客，禁止生产、销售、购买和使用仿
照军服样式、颜色制作的足以使公众
视为军服的仿制品。

《条例》明确规定，非法生产、买卖

军服、军服专用材料、军服仿制品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物品和
违法所得，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数额巨大的，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使用军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
装备的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或者
以“军需”、“军服”、“军品”等用语招徕
顾客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没收违法
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穿着军服或者军服
仿制品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现役军
人出租或者擅自出借、赠送军服的，依
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规定
给予处分。③11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军服最高可罚款 10万元

我省军地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温小娟 实习生吕巧
力）5 月 14 日，记者从河南省“最美家庭”
评选发布会上获悉，经过三个月的推荐评
比，我省共评选出“最美家庭”标兵户 10
户、“最美家庭”20 户、“最美家庭”提名奖
200户。

今年 2 月至 5 月，省妇联联合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广
电局，共同开展了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全省各级妇联发动 5万多个“妇女之家”积
极投入寻找活动，共收到推荐材料 5943

份，经过群众推荐、事迹展播、网络投票、公
示投票，推选出了一批生动可亲、真实可
信、优秀可学的家庭典型。

此次当选的“最美家庭”标兵户中，有
数年如一日照顾奶奶和妈妈，又为孤寡残
疾老人志愿服务的敬老楷模“80 后”女孩
郭欣欣家庭；有 5个妯娌抢婆婆，争赡养尽
孝道，在当地传为佳话的赵伏妮家庭；有丈
夫半身瘫痪仍坚持教书育人，妻子 18年如
一日背着丈夫去学校的“连体教师”杜广云
家庭；有自己建起养老院，50 多年来共收

养了 85位老人和孤儿，谱写人间大爱的孙
成乐家庭……

省妇联主席陈砚秋说，希望广大群众
以“最美家庭”为榜样，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优良家风的传承者、道德规范的践行
者，以实际行动为“四个河南”建设做出更
大的贡献。

据悉，此次评选出的“最美家庭”中，有
4户家庭当选全国“最美家庭”，8户家庭获
全国“最美家庭”提名奖。③10

230户入选我省“最美家庭”

在郑州市二七区保全街，住着一个四
世同堂的工人家庭，“老家长”方秀云上个
月刚刚度过90岁寿诞。

和老人一家接触过的人，都说这家人
待人平易、热心有礼。只有为数不多的老
街坊，才知道这个工人家庭背后不平凡的
家世——他们是著名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的后人，方秀云是将军唯一的儿媳。

“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是这家人
几十年来代代传承的家教家风。

在简朴而整洁的家里，记者见到了精
神矍铄的方秀云。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对公
公杨靖宇的事迹知之甚详，她说，很多都是
从丈夫那儿听说的。丈夫去世后，她又将
公公的英雄事迹一件件、一桩桩讲给了子
女听。

方秀云的爱人，即杨靖宇将军唯一的
儿子马从云，生前是郑州铁路局的一名普
通职工，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
工作者。

1964 年，马从云因公牺牲，年仅 37
岁。马从云的二儿子马继志跟着母亲见
父亲最后一面，他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就
是父亲临终前反复叮咛的那句话：“咱是

烈属，是抗日英雄的后代，咱家可不能出
孬种。”

丈夫走了，抚养 5 个孩子的重担落在
了方秀云的肩上。没有工作的她在此后漫
长的岁月里靠纳鞋底、剪猪鬃、轧手套、当
保姆维持着生计，却始终谨记着丈夫的遗
言，从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

她也常常告诫子女：“爷爷是爷爷，你
们是你们。不能张扬，低调做人。”

采访中，老人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块珍
藏多年的、用红布包裹着的桦树皮。那是
1958年夫妻俩去东北，从杨靖宇将军牺牲
的地方带回来的。一位将军的老战友告诉
他们：“你们的父亲当年就是吃这个和敌人
打仗。”从此，这块桦树皮成了马家的传家
宝，也是方秀云教育孩子的“灵物”。

兄弟俩先后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没
有人知道他们是杨靖宇将军的孙子。

如今，方秀云老人的 5 个孩子都在郑
州铁路系统工作，都是普通职工，有的已经
退休，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5兄妹名字当中都有一个“继”字。流
淌着英雄的血脉，却从不借英雄的知名度
炫耀于外、捞取利益，甘愿在寻常的百姓生
活中体味责任、品味知足——他们用这种
朴素的情怀，告慰着将军的英灵。③7

杨靖宇将军后人甘于平凡

在寻常生活中知足
□本报记者 屈 芳

“月儿弯弯照新房，十家新房九家荒。
新郎打工去城市，留下新娘守空床。新娘
新娘在家忙，家里家外挑大梁……”这首荣
获“2010 年十大网络新民谣”称号的《新娘
歌》，是商丘市睢县留守妇女朱冬梅根据亲
身经历创作的。

朱冬梅自幼喜爱文学。1994年，她和
同样喜爱文学的夏令东喜结良缘。可结婚
才一个月，夏令东就外出打工，一年只能回
家两次。朱冬梅一个人扛起了家中的一切
农活和家务。

“那时候孩子小，农活多，每天累得不
行时，总是想念俺当家的。”朱冬梅开始写
日记。14年间，她写了26本日记。

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不
少大型企业落户睢县，越来越多的农民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2007年丈夫夏令东回
到了县城工作，朱冬梅也在村办面粉厂上
班，夫妻俩终于实现了“团聚梦”。

有了稳定的工作，夏令东想起了当初
的“文学梦”。2008年 1月，他从妻子的 26
本日记中选摘一些片断，以《挂在月牙上的
梦》为标题，参加了新浪网举办的“2008 我
记录”博客大赛，一举夺得了大赛金奖。

夏令东用奖金给朱冬梅买了台电脑，
并教会了她上网。网络为朱冬梅打开了一
个崭新的世界。2009年，朱冬梅写的《母亲
的灯》、夏令东写的《童年的架子车》参加人
民网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征文活
动，双双获奖。2010年朱冬梅创作的民谣

《新娘歌》、《新农村》又获得“2010 年十大
网络新民谣”和“2010 年优秀网络新民谣”
称号。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央电视
台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今日说法——小撒
探会》栏目组来到睢县采访，随后《朱冬梅
的留守生活》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朱
冬梅的故事，先后被全国数百家报纸、网站
和电视台报道。2013 年 1 月，朱冬梅当选
为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③10

留守妇女 26 本日记诉衷肠

幸福在笔端开花
□本报记者 冯 芸

编者按 家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

和谐稳定的基础。在家庭中培育、宣传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对助

推文明河南建设意义深远。5 月 14 日，

我省“最美家庭”评选结果揭晓，本报从

今日起选取其中部分家庭的感人事迹

进行报道，希望通过我们的传递，在争

做“最美家庭”的社会氛围中，为更多家

庭播撒下“爱”和“美”的种子。③10

争做最美家庭争做最美家庭争做最美家庭 弘扬中华美德弘扬中华美德弘扬中华美德

漫画/王伟宾

5 月 14 日，灵宝市卫生部门的医护人员上门为五龙村杜雪老人送医送
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市组织干部走村入户，向群众征求
意见，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困难。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评审委员会于 2014年 5月 10日进行终评
投票，评出本届“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 66
部，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5日至2014年5月21日。

联系电话：0371-65902741
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办公室

2014年5月15日

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名单

一、戏剧
1 红旗渠 河南省文化厅
2 焦裕禄 河南省文化厅
3 老汤 河南省文化厅
4 太极传奇 焦作市委宣传部
5 红高粱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6 王屋山的女人 济源市委宣传部
7 山城母亲 周口市委宣传部
8 清风茶社 省纪委、郑州市委宣传部
9 医圣传奇 河南省文化厅
10 清风明月 洛阳市委宣传部

二、电影（动画电影）
1 卒迹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2 我不是王毛 商丘市委宣传部
3 县委书记焦裕禄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4 画圣 许昌市委宣传部
5 天职 河南省文联
6 心灵解码

河南省卫生厅 洛阳市委宣传部
7 放映路上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8 爱在绿洲 省纪委
9 念书的孩子·1 郑州市委宣传部
10 安监局长 漯河市委宣传部

三、电视剧（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
1 大河儿女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2 花木兰传奇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3 桐柏英雄 南阳市委宣传部
4 筑梦长空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5 永远的丰碑 新乡市委宣传部
6 尘封的军功章 濮阳市委宣传部
7 杜甫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8 小樱桃之幽默宝典

郑州市委宣传部

9 兵法乡村 信阳市委宣传部
10 大山里的坚守 省纪委
11 烽火育才记 省教育厅

四、广播剧
1 一江清水向北流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2 太行山下一春江

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3 我的父老乡亲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4 诚信“鸡蛋哥”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5 父亲的红布包 濮阳市委宣传部
6 杏花村的女人们

郑州市委宣传部
7 生命之树 商丘市委宣传部

五、歌曲
1 老焦 河南省文联
2 追梦的中国 漯河市委宣传部
3 村支书的日记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
4 小村人的婚礼 许昌市委宣传部
5 来到了大别山 省教育厅
6 莲花嫂子 省纪委
7 幸福生活和谐的歌

新乡市委宣传部
8 心容天下 信阳市委宣传部

9 母亲 母爱 邓州市委宣传部
10 五谷香飘大中原 商丘市委宣传部

六、图书
1 玉米人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2 焦裕禄传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3 编外雷锋团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4 念书的孩子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5 九曲流沙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6 人民记者穆青传记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7 爱上阿波罗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8 劳丁大传 河南省文联
9 寺门 开封市委宣传部
10 八月桂花遍地开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11 三十岁的诱惑 南阳市委宣传部
12 生命的追问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13 人伦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南阳市委宣传部
14 群众路线纵横谈

焦作市委宣传部
15 清廉·本色与坚守 省纪委
16 辛亥女杰刘青霞 河南省文联
17 农民兄弟 周口市委宣传部
18 青海长云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