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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祝贺河南日报创刊65周年，
这几天我们一拨老新闻工作者自己
搞了个摄影书画展。相互欣赏着自
己创作的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与
多日不见的老同事谈笑交流，当年
在河南日报的点点滴滴又不由得浮
现在眼前。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报社
的普通记者，多次到卢氏县采访山区
公路建设，发现了当地群众乘车困难
的问题，当时全县只有十几台客运
车，还是解放牌卡车代客车。群众乘
坐这样的卡车，夏天满身尘土，只有
一口白牙还分得出颜色；冬天冻得
手脚发麻，下了车半天走不成路。
我写了一篇《卢氏人民乘车难的问
题需要解决》的稿件，在河南日报一
版刊发，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
关注。有关部门很快拨了10台大
客车到卢氏搞客运，解决了当地群
众乘车难的问题。以后，每每看到
卢氏群众坐着舒适的大客车出行，
想到是河南日报帮助他们解决的实
际困难，我就会感到非常欣慰。

后来，到了群工处，这是报社里
和读者打交道最多的部门。对群众
反映的大量问题，我和同事总是尽量

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我们还将原来
的“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读者来信
专版”，加强了舆论监督，受到了读者
的好评。在那几年里，我们光接待来
访群众就上千人，给他们解决了很多
实际问题。群众给我们送来锦旗就
有150多面，感谢信有一千多封。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就
是我与同事一起组织、推出了《郑州
长途汽车站究竟是谁家天下？》的报
道。当时该汽车站管理存在严重问
题，我们的记者经过艰苦采访写出
稿件，我当即去找当时的交通厅长
交涉，使其同意刊发。稿子发表后
引起社会关注。这组报道前后历时
3个多月，发了相关稿件上百篇。不
仅汽车站由此进行了彻底整改，面
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有力地推
动了全省开展的企业整顿工作。现
在回想，当时真有点我们那代报人
激情岁月的味道。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了，可以
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河南日
报度过的，都奉献给了这张“新闻
纸”。和很多老报人一样，我每天还
是要详细地读当天的报。当看到河
南日报在一代代报人的努力下，与时
俱进，发展壮大时，我依然感到由衷
的自豪。③11

从地下数百米深处排出的浑
浊灰黑矿井水，源源不断进入大型
设备中，通过多重处理后变成了清
冽干净的饮用水。

5月 29日，在新密市郊的郑煤
集团超化煤矿的污水净化处理中
心，记者见到了这一神奇变化。

据超化煤矿综合服务队副队
长李向阳介绍，这里共有 5 台机
组，每小时可净化 350 吨矿井水，
净化后可达到饮用水标准。

超化煤矿还建起了小型纯净
水厂，把初步净化后的矿井水进一
步加工，年生产 180 万吨纯净水。
超化矿每个矿工下井时要领取一
瓶饮用水，过去全要从外边购买，
现在完全可以自给。

“过去煤矿每年要排放几百万
吨的矿井水，既浪费了地下水资
源，也增加了企业成本。”超化煤矿

后勤矿长王永亮说。超化煤矿矿
区以前打有 6眼深井，一口井用上
3年左右就废弃了。超化煤矿地处
丘陵区，地下水位近年越来越深。

通过矿井水循环利用，超化煤
矿全年节水净化 100多万吨，年节
约 200余万元。另有 300多吨矿井
水经过简单处理后用于矿区绿化、
冲洗，或浇灌周围农田。

为充分利用“变废为宝”的污
水，超化煤矿还通过废水综合循环
利用机组提取矿井水中的能量，不
仅为企业全体员工提供洗浴用水，
还为总面积 1.8万平方米的房间提
供冷暖空调。

记者从省节约用水协会获悉，
超化煤矿只是我省节水型企业的一
个代表。我省是水资源严重短缺地
区，为全面推进我省节水型社会建设，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我省从
2004年开展“节水型企业（单位）”创
建工作，目前累计创建160家省级节
水型企业（单位、社区、灌区）。③12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5 月
29日，中直、省直和驻豫部队在郑
单位燃煤锅炉拆改动员会在郑州
召开，副省长张维宁要求各部门和
单位主动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郑州
市燃煤锅炉拆改工作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

去年4月，郑州发布了蓝天工程
白皮书，决定用两年的时间，将全市
燃煤锅炉全部拆除或改造。目前，已
经拆改燃煤锅炉 532台，还有 66家
燃煤锅炉用户共 114台锅炉未能拆
除，成为拆改的“老大难”，其中包括
中央直属、省直和驻豫部队单位 28

家，共 55台燃煤锅炉。部分单位拆
改进度相当缓慢，甚至尚未启动。

张维宁通报了全省特别是郑州
市燃煤锅炉拆改的进展情况，分析
了拆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全
面加快拆改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他
强调，燃煤锅炉拆改工作被列入了
今年我省的“十大重点民生工程”，
这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人民的郑
重承诺，各涉及部门单位都应当给
予高度重视。要加强组织领导，落
实责任，建立和完善协调推进机制，
加大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力度，确
保这项工作按要求完成。③11

矿井水变身饮用水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靳 英

老报人的激情岁月

■节俭养德 全民行动

□本报记者 卢玉良

我省展开燃煤锅炉拆改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王绿扬）
5月 30日，我省召开 2014年全省普通高
校招生宣传工作新闻通气会。会议透
露，今年高招我省计划招生 63.3万人，预
计本科录取率将略高于去年，农村学生
上重点高校的比例将再提高。

据省招办主任杨智磊介绍，今年我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总报考人数为 72.4
万人，较去年减少 3.4 万人，减幅 4.5%。
全国统考考生共计 65.4万人，比去年减
少 30546人。呈现出“应届生多，农村生
多，理科生多”的特点。考生中农村考生
44.17 万人，占相应报名总人数的 68%；
理 科 生 36.67 万 人 ，占 56.4% ；应 届 生
52.4万人，占 80.6%。此外，“对口”招生
报考人数 3.8万人，较去年增加 0.6万人，
增长 19.6%。“专升本”报考人数 3.2 万，
较去年减少 1万人，减少 25.8%。

今年全国安排本专科招生总规模为
701万。我省计划招生 63.3万人，比去年
减少 3.7万人，减幅 5.5%。

“减少这部分计划主要是专科学生，
本科学生与去年大致相当。预计我省高
考本科录取率将略高于去年。”杨智磊说。

对农村学子而言，今年利好消息更
多。为提高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
今年我省除继续实施贫困地区专项计划
外，还将首次实施省属重点高校招收农
村学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农村专项计
划”)和郑州大学面向农村学生自主选拔
招生。

按照要求，省属重点高校至少要拿
出一本招生计划名额的 2%用于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批次的录取，专门用来招收
农村学生，招生对象范围也不再限定为
38个贫困县，而是符合我省普通高考报
名条件的农村考生。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的录取办法有所
调整。杨智磊说，国家重点大学“农村自主
生”录取与原来自主生一并投档录取，执行
一本分数线。“地方重点大学农村专项计
划”放一本后录取，执行本一分数线。③11

今年高招我省计划招生63.3万人
寒门学子上好大学比例将再提高

本报讯 （记 者 陈 小 平
实习生王绿扬）5 月 30 日，省
招办公布我省 2014 年普通高
校招生《考生指南》：高考成绩
及分数线将于 6 月 25 日零时
公布，考生可通过多种途径查
询成绩；高招志愿填报现场咨
询会将于 6 月 25 日、26 日举
行。

根据安排，自 6月 25日零
时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厅网

站、省招办网站、河南招生考
试信息网、河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生服务平台查询高考成
绩。

县 (市、区)招生办公室招
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也为考
生提供免费查询；招生院校网
站也可免费查询录取结果。
同 时 ，省 招 办 还 将 通 过
10639639公益性短信平台，及
时向考生发布相关信息。

如果填报志愿过程中有困
惑，考生和家长可于 6月 25日、
26 日到在郑州举办的普通高
招现场咨询会上免费咨询。根
据安排，在我省纳入本科一
批、本科二批录取的院校，在
河南农业大学参加咨询；在我
省纳入本科三批和专科批录
取的院校，在黄河科技学院南
校区参加咨询。考生及家长
凭准考证即可入场。③12

我省2014年高招《考生指南》公布
6月 25日零时高考放榜

▶▶相关链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
人员越来越多，留守、流动儿童数量也
随之增多。这些孩子由于远离父母，在
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都面临挑战。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对他们的关爱和
帮扶力度，共同呵护他们健康成长。

让儿童阳光成长

“妈妈，我考试得了 95分。”5月 29
日下午，郑州市汉川街小学三年级学
生刘晓明下课后来到留守流动儿童之
家“阳光童乐苑”给妈妈打电话。

刘晓明的父亲在北环上班，每天
早出晚归，母亲在老家开店。因为长
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注，晓明刚入校时
格外孤僻自卑。

2012年，郑州市妇联为学校建立
了“阳光童乐苑”，装备了图书、乐器、
亲情电话等物品和设备。班主任郑久
玲时常带着晓明和同学们在这里读
书、弹奏乐器、玩益智游戏。慢慢地晓
明变得开朗起来，一学期下来，成绩也
大幅度提高。

郑老师说，“阳光童乐苑”让留守
流动儿童课余时间有了一个愿意去且
能接受教育、增长见识、陶冶情操、结
交朋友的好去处。

郑州市妇联主席马斐颖说，目前
全市已经建成 197 所“阳光童乐苑”，
今年将再扩建 100所。

据了解，全省已建成 1.2万余所像
“阳光童乐苑”一样的“儿童之家”，让
留守流动儿童有了第二个“家”。

“代理妈妈”暖童心

以往的节假日对漯河市阴阳赵镇
的留守儿童刘静来说都是失落的日
子。但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妈妈”
却早早来到她身边，送来了漂亮衣服
和书包，让她的心情一下子明亮起来。

刘静的这位“妈妈”叫杨桂平，是源

汇区环卫处的干部，她们在去年漯河市
妇联举办的“争当爱心代理家长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中结缘。杨桂平说：“代理
妈妈虽然不能代替亲生父母，但多一份
关心就能让孩子多一点温暖！”

截至目前，漯河市已有 2000多名
爱心人士与农村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代理妈妈”和孩子经常见面或电话、
书信往来，及时了解孩子生活、学习、
心理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代理妈妈”还为留守儿童捐资 5
万多元、捐赠衣物 15000多件、书包文
具近 2万件，受益孩子 5000多名，为农
村留守儿童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

搭建多方关爱平台

目前，我省除建立儿童之家、家教
指导学校等各种关爱服务阵地外，还
努力搭建多方关爱平台，开展特色关
爱活动。

郑州市妇联针对全市贫困家庭女
生，积极加强与企业、公益基金、志愿者
团体等各类社会团体的交流合作。
2010年至今，郑州市妇联联合广东利海
基金实施“利海春雨”助学项目，累计投
入 400多万元，资助了 2000人；第一批
受助学生本科升学率达90%以上。

在通许县，县妇联联合中国地质
大学等高校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每年都有 400多人次的大学生志愿
者长期到通许县“爱心家园”为留守儿
童开展课业辅导、心理健康、兴趣爱好
等活动；还与中科院联合在通许县建
立全国首个“爱心小屋”示范应用基
地，通过“爱心小屋”这个新型平台，使
留守儿童与远方打工的父母能够实现
接近真实场景的“面对面”交流。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说，解决留守
流动儿童这个社会问题，必须使现实
与长远相结合，将制度设计与实践工
作相结合，充分发挥家庭、企业、社会、
政府的责任，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系统
的链接，才能最终妥善解决这一问
题。③10

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
员张旭长 徐光亚)“这条便道咱
可是很久没走过了。要是没有党
群服务站，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
修好。”5 月 27 日一大早，走在平
顶山市湛河区褚庄村新修通的水
泥路上，开着摩托车去市区卖蔬
菜的李树田同其他菜农说。

褚庄村南地原先有一条 4 米
多宽的大道，后来因故被侵占成
一条不足一米宽的小路。前些
年，一条省道又从褚庄村南地的
不远处通过，很多群众觉得走这
条废弃路出村更便利，但好几任
村干部都不愿得罪那些占路为地
的农户，致使这条路一直无法修
通。

今年初，该村的党群服务站
成立后，一部分群众就将这个问
题反映到了党群服务站。该村

“两委”随即决定，一方面发动全
村 70 多名党员，分家包户到占路
为地的群众家做工作；一方面由
村主任负责向区交通部门争取修
路资金。不到两个月，这条道路
修成通车。

从去年 11 月份起，湛河区先
后在辖区 68个行政村成立党群服
务站。为确保党群服务站切实发
挥其便民为民职能，该区为各村
党群服务站制定了规章制度，要
求各党群服务站每天都必须有党
员领导干部值班，随时受理群众
反映的问题。对于办理各种证件
手续的问题，值班人员必须当即
协助办理。对于一些需要往上一
级部门办理手续的事项，可指导
办理或代为办理。对于群众反映
的其他重大问题，需由村“两委”
共同商议，召开全体党员会或村

民代表会，确定办理方案，确保以
最快的速度完成办理。

为确保各村党群服务站切实
发挥作用，该区还在各村党群服
务站设立了意见箱，让群众就办
理事项的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同
时，该区还在各党群服务站公布
了监督电话，群众对办理不满意
的可以直接反映到区委组织部
门。区、乡两级组织部门工作人
员定期入村听取群众对党群服务
站所提的整改意见，并根据群众
意见对党群服务站的办事人员进
行评议。

据统计，党群服务站成立以
来，各村共为群众解决遗留问题
80余起，化解矛盾纠纷 230余起，
基本实现了群众小事不出村，大
事村“两委”共同商议解决的局
面。③12

小事不出村 大事共决策

湛河区村村建有党群服务站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原民意快线
短信平台106573022222

民有所盼 我有所行

65周年
我与河南日报的故事我与河南日报的故事

6 月 1 日上午，在郑州市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理中心，经过两个多
小时激烈角逐，张恺琳以 2∶0战胜了徐一璠，获得了 ITF 国际女子网球
巡回赛郑州站单打冠军。⑤4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5月 31日，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专家组成的爱心团队来到许昌
市儿童福利院为孤残儿童进行体检，并送去衣服、书籍等。⑤4 陈建设 摄

5 月 30 日 ，
郑 州 市 优 胜 路
小学举行庆“六
一”综合素质展
示，同学们以丰
富 的 活 动 表 达
了 对 美 好 未 来
的向往。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本报讯 5月 31日晚，河南艺
术中心文化广场，由河南省文化
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大河
网、河南省少儿图书馆承办的“传
承经典·放飞梦想”2014河南省少
儿经典诵读大赛颁奖晚会如期上
演。各奖项的获奖选手代表、辅
导老师代表、组织机构代表、热心
家长代表等参加了当天的颁奖晚
会。

1月 18日，大赛海选在河南省
少儿图书馆拉开了序幕，组委会同
时在新乡、三门峡、周口等地设置
了海选分赛点，参加海选的选手最
终超过 3000人，其中 350多名小选
手的 210多个节目进入决赛。4月
26日，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选，
最终决出了“百佳诵读之星”、组织
奖、优秀奖、特别表现奖等 4 大奖
项。③10 （崔新建）

河南省少儿经典诵读大赛颁奖

6月1日，息县电力职工在为项店镇鸿润家庭农场机井架线送
电，确保插秧用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县电力部门
认真排查供电死角，支援“三夏”生产。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