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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旁几家黑作坊污染严重
焦作市武陟县环保局已查处

河南手机报“185********”的读者：武陟县詹店镇
王菜园村附近出现了几家黑作坊，夜间排出的气体非
常难闻，严重影响了附近村民的休息。希望焦点民声
栏目能够帮忙督促尽快查处污染源。

民声回复：武陟县环境保护局回复称，经查，在武
陟县詹店镇王菜园村附近有三家炼油厂。吉永奎炼
油厂和陈正立炼油厂主要利用废旧轮胎炼油，污染严
重，无任何防治设施和手续。该局已对这两家企业实
施了断电，并强制关闭拆除。焦作市福合能源再生材
料有限公司于 2010年建成并投入生产，已在发改委备
案，正在办理环评手续。目前，该局依法对其下达了
停产通知，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抓紧补办相关环评手
续，在手续未办理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同时，结合
乡镇、公安、电业等部门，对该厂实施了断电。

乡卫生院副院长宴请收礼金
周口市郸城县卫生局撤销其职务

大河网网友“民生问政”：5 月 6 日上午，郸城县
李楼乡卫生院副院长郝某家属经营的超市开业，其利
用职务便利宴请全院职工和辖区医院以及各个行政
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只要接到通知的必须参加，共计
20多桌，每人给的礼金也从 100元到 500元不等。

民声回复：郸城县卫生局回复称，经查，网友反映
的情况基本属实。郝某于 2003年 9月至今担任郸城
县李楼乡卫生院副院长。今年 5月 6日，郝某家属在
李楼街上经营的商店开业，郝某借此活动通知亲朋好
友、部分医院职工和乡村医生参加此活动，并在李楼
乡魏庄行政村一饭店宴请宾客，收受礼金 2000元。目
前，该局已经撤销郝某李楼乡卫生院副院长职务，同
时将其所收受的礼金上交县财政国库。

小区水压低 业主用水难
郑州市自来水公司建议安装加压设施

河南手机报“135********”的读者：我是郑州市橄
榄城的业主，我家住五楼，一到晚上水压特别低。

民声回复：郑州市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复
称，橄榄城小区水压低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因为
南三环道路改造、中州大道三环快速路施工以及地铁
2号线的全线施工，该公司供水管道需配合改迁，管线
的迁移对水压有所影响；二是最近天气炎热，用户用
水量猛增，供水量已达到生产能力的上限；三是该小
区处于郑州市的南端，距离现有水厂较远，是柿园水
厂、中法原水水厂、东周水厂三大主力水厂的供水末
梢区域。目前，郑州市已经投入建设刘湾水厂，待该
水厂 2014 年底正式通水后，该区域水压问题会有改
善。同时，建议橄榄城业主及物业公司协调一致后，
到该公司办理安装二次加压设施的申请手续，以改善
高层住户用水情况。

（本栏目主持人 张磊）

郑州市民办初中“小升初”测试题遭网友拍砖

如此“神题”丢了谁的神儿？
□本报记者 张 恒

“50 人有 50 条狗，有病狗，

只能观察其他人的狗，只有主人

才能打死狗。如果推断出自家

狗是病狗，就要枪毙，只能枪毙

自家狗。第一天没有枪声，第二

天有一阵枪声。有几只病狗？”

这不是世界 500强的面试题，也

不是公务员考试题，而是 6月 28

日、29 日在郑州市区民办初中

“小升初”阶段性评价中出现的

试题。
考试结束后，一些试题被传

到了网上，立刻被网友封为“神

题”。截至 7月 2日上午，包括@人民日报、@中国之

声、@央视新闻、@河南日报、@Vista看天下等大 V对

此话题进行转发，引发网友关注，评论转发量超一百

万人次。一些网友表示，如果自己晚生十到二十年，

现在一定小学毕不了业；还有家长表示担忧，如果

“神题”越来越多，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培养孩子。7

月 2日，焦点网谈记者邀请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崔振成对“神题”进行了点评。

@中国之声：看了这样的试题，我们只
好感叹现在小学生的水平实在太高，只是这
样的试题到底能考出什么能力，有了这样的
能力又能做些什么？考试创新值得鼓励，但
别为了创新而创新，否则最后生病的不是
狗，而是苦苦搜索解题思路的孩子们。

@玲玲的不倒翁：真不敢想象小学生
面对这样的题是什么感受，学校也许是想
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这样的题

实在是太神了，改革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中国之声：会做这种题，就意味着具

备升入初中的知识水平了吗？不会做的，
意味着智商不够上初中吗？让连题都读不
懂的我们情何以堪？

@紫茶飘香 zcpx：现在的小升初太恐
怖了，基本上从三年级就开始报班，为小升
初做准备，孩子们最应该玩耍的黄金时间
被埋没其中。

微软面试题考小学生？真神！

@红尘痴人一枚：我以为我大学毕业了，
看了这题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梦，小学都毕不
了业。

@Another_dgf：好 吧 ，这 是 大 学 算 法
题，第一堂课老师就拿这个开讲的,小学生能
解出来可以直接上大学了，还上什么初中高
中啊。

@孤狼破：其中有些题，对成年人来说
难度都不一般，对小升初的孩子来说，神了
可不止一点。

@180度的圈：这曾经是微软的面试题，
后来被编入很多算法和博弈论的教材里。

拿世界顶级公司的面试题考小学生？真神！
@Wu怎烦：没看懂啊，看来要回小学继

续“深造”了。
@ly002：看完这些题目经过几分钟的

思考后，终于得出结论，我现在的知识水平
已经跌到小学以下了……

@MIUMIU美时刻：如果让我重新上一
次学，估计我连幼儿园都不能毕业。

@Alonist华要做经济学家：现在懂博弈
论都已经是小学必修课了？

@晴空丝语：天哪！这是要把小学生往
名侦探方向培养吗？

考试创新值得鼓励，但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八成家长认为“神题”
超过小学生的认知范畴
7月 1日，焦点网谈记者在郑州一家专业小升

初论坛上，通过站内信与几位家长网友进行了交
流。网友“叶桂”告诉记者，“今年的小升初确实
跟往年不太一样，从题目上看，不但涵盖的面广
了，难度也提高了，有些题儿子问我，我也百思不
得其解。”网友“哪个初中好”向记者表示，从二三
年前就开始为孩子准备小升初，什么奥数、作文
甚至还学了美术和钢琴，既有书本知识，又有课
外爱好，以为应该八九不离十了。谁知今年的题
这么“神”，补习的东西几乎一点没用上，白花了
好几万不说，关键是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与那些今年参加考试的学生家长相比，即将
小升初的学生家长表现出更多的是担忧。网友

“12891”告诉记者，看了今年的题，真不知道怎么
办了，补习班到底还上不上，让孩子看书也不知
道 看 什 么 了 ，以 后 会 不 会 越 来 越 难 ，越 来 越

“神”？孩子到底该怎么培养？网友“晴天”向记
者发来了她网络购书单的部分截图，总价达到
3042元。她说道：“我搜集了今年的考题，发现涉
及了历史、地理、逻辑、音乐、名著赏析等，当然传
统的语数外更不用说了，我们还有两年时间，希
望孩子能把这些书看完，有个好结果。”

另外焦点网谈记者发现，有 110 位家长网友
参与了此论坛“2014年小升初测试调查”，结果显
示有 80%的人不满意，原因主要集中在题目太难，
超越了小学生的认知范畴。

7月 2日，焦点网谈记者采访了河南师范
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振成。他认为，就素质
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而论，“神题”入试不仅不
是对学生素质的检阅，而是对学生自信心、思
维能力、逻辑推断能力的恶毒戕害。学生面
对一道道“神题”或者垂头丧气，或者义愤填
膺，或者懊悔不已，也许学校想要改革的初衷
是好的，但是方向却走偏了。

在谈起小学阶段孩子的素质教育问题时，
崔教授表示，小学是孩子形成人生价值观的重
要阶段，需要的是全面培养，相关部门也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河南新课改提出，要把孩子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放在第一位，智力排在第二
位。因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必须先是“人”
才能是“才”。学校也应迅速转变观念，特别是
在选拔学生方面，如果出题，应该在小学生现
实生活的背景下略有提高，而不是通过“神题”扭
曲他们的思维。除此之外，选拔也不能拘泥于简
单的试卷，比如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引进世界上已
经较为成熟的情商、智商测试以及体质测试，对每
个孩子建立起成长模型，这不仅对学校选拔人才
有利，也对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提供了权威的参
考资料。

那么面对“神题”，家长该怎么办呢？崔教授

给出了建议。首先，家长心态要放平，不要认为自
己的孩子做不出来就是“失败”，要知道很多成年
人也做不出来，难道说他们不如小学生吗？显然
是荒谬的。其次，要规避这些“神题”，不要让它们
打乱了孩子的教育计划，思维的创新不是靠“神
题”，而是在生活中和兴趣中培养的，让孩子在基
础学科方面打好地基，人格方面获得完整优化，精
神方面有所启蒙提升，足矣！

别让“神题”
打乱了教育计划

网友“晴天”准备为孩子订购 3042元的图书。

欲知“神题”答案
请扫二维码查看

“青少年见义勇为更应见义‘智’为！
暑期游玩，别再麻痹大意，害人害己！ ”7
月 2 日，“@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所”
在微博上留言。

6 月 28 日 下 午 ，平 顶 山 舞 钢 市 8 名
参加完中考的初中生在石漫滩水库岸边
的佛爷岭公园游玩时，其中一名同学不
慎落水，15 岁的严银龙来不及脱鞋，第
一个跳入水中救援，并一次次将同学向
上推，其他同学也不约而同参与施救。
同学被救，严银龙却因溺水时间过长，
抢救无效身亡。严银龙的事迹迅速引发
网友关注，有人点赞，有人叹惜。

为见义勇为的小伙子点赞！
@静静xunmi：舍己为人，雷锋精神！
@匿尘世：跳下的瞬间折射人性的光

辉，没有思考，没有迟疑，为这个见义勇为
的小伙子点赞！

@王小小腾子：他才是刚中考完的中
学生，力气可想而知，但是他的勇气令人
赞叹，他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另一个生命。
英雄少年，一路走好！

@卡 and 罗：家 乡 好 小 伙 ，值 得 称
赞。但救人也要量力而行。

孩子，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zhouyin 印象：珍爱生命，远离祸

水！

@Elizabeth-Mulet：我们这儿每年都
有孩子淹死。

@山上有神仙：水中救人，绝对是个
技术加体力的活儿，无能力者不要盲行。

@你好我是仙人掌：未成年的孩子，
还是应该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以梦为马 19534：救 人 行 为 应 该
有，但要教育好孩子如何正确施救。

@南行北往：对未成年人，应培养他
们自救及报警求救知识，而不是盲目鼓励
他们直接下水救人。

孩子需要正能量，更需要施救技能
“孩子救人溺水身亡确实可惜，但我

们不应该鼓励这样的见义勇为。”7 月 2
日，郑州 12355青少年维权及心理咨询中
心主任袁林方接受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
表示，现在社会和学校都在教孩子正能
量，但更需要交给他们施救技能。家长
和学校应培养孩子的危险意识，提高孩
子的自保能力，遇到类似情况时，不能盲
目施救。严银龙的救人举动是一种本能
反应，但他缺乏的就是自保能力和施救
技能。遇到这种情况时，孩子们应该多
动脑筋想办法，比如呼救，或者打电话报
警等。

暑假是孩子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家长
一定要监管好自己的孩子。袁林方说，学
校每年放暑假前都会对孩子进行溺水方

面的安全教育，但事故往往发生在校园之
外。由于现在的孩子对危险意识的警觉
能力较差，家长一定要正确引导孩子，切
实监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独自出
去玩，出去的话也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家
长们可以相互结合，轮流监护也行，但千
万不能给孩子留下监管真空。

不会游泳千万不要下水救人
遇到有人落水该咋办？洛阳水上义

务救援队的付建国 7 月 2 日告诉记者，下
水救人是很多人的本能，但不会游泳者千
万不要直接下水。“首先一定要冷静，要先
大声呼救，或者拨打 110报警。周围人多
的话，可以把皮带、绳子或者棍棒等接起
来朝落水者扔。”

会游泳者下水救人也需要技能。他
说，一定不要靠近落水者，要从背后抓住
落水者的头发或者衣领往外拖。如果被
落水者死死抓住，施救者也不要紧张，要
把落水者使劲儿往水下按，落水者自然会
松开手，然后再看情况施救。

“从这些年来看，洛阳这边溺水儿童
的家长大多是经商的或者农民工，平常
孩子在学校，假期里一忙起来把孩子都
忘了。”付建国表示，家长一定要看好自
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到水边玩，游泳的
话最好到正规的游泳池，避免溺水事故
的发生。

15岁学生严银龙救溺水同学身亡引网友关注

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
□本报记者 贺心群

河南省卫计委转发国家卫计委紧急通知，暂停审
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多位专家表示，公立医院回归
公益，只能“瘦身”，而基层和民营力量，应该扩军顶
上。《通知》还禁止公立医院进行豪华装修，要求公立医
院病房建设应当以 3~6人间为主。此事迅速引发网友
讨论。

@navi89：就近看病是百姓的愿望也是社会发展
的趋势，其实这个规定不是单纯的限制公立医院扩张，
而是推动医疗就近化，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出发点
是好的。

@海潮great：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如
果医院的规模太大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国家的政策
是鼓励大家疑难杂症去大医院，普通的病在社区医院
或者县医院解决，这样对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有好
处的。

@晨雨巷：其实很多医院有大量的空床位，应该合
理地分配医疗资源，避免集中于个别的大医院，这样可
以让更多闲置资源利用起来。

@我想开心一些：规定着眼于未来，但是眼下的问
题要重视，如何让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再上一层楼，如
何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水平都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上善若水850：禁止扩张可以用《通知》来限制，
但是患者及其家属的观念和习惯的改变是需要时间
的，“时间差”产生的问题要慎重考虑。

孩子们不顾警告在水边玩耍。 资料图片

专业人士对溺水者施救。 资料图片

禁止公立医院新增床位，网友——

就近看病的前提是医院要靠谱
□本报记者 亢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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