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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陈 小 平)7 月 8
日，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从今年
起，所有以“研究生”和“硕士、博士
学位”名义举办的课程进修班不得
再招收新学员。今后，在职人员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以及授予同等学
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将更加严
格。

今后，高校院系自行组织招收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和同
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的工作将被
禁止。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查
中，要加大对这两类人员的论文抽
查比例。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

学位的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年
或 500学时。

从今年起，各培养单位的示范
性软件学院不再自行组织考试招收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其
招生工作纳入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
业学位全国联考统一管理。严禁委
托中介机构参与在职人员攻读硕士
专业学位的招生和教学。培养单位
不得以“研究生”和“硕士、博士学
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已经
举办的此类进修班不得再招收新学
员，待已招收学员完成全部课程学
习后即行终止。③11

本报讯 （记者杜 君 实习生
丁宝秀）7月 9日，记者从省气象局
了解到，未来几天将有两轮降水光
顾我省，大部分地区在 30℃以下，
难耐的酷热暂时消解。专家提醒，
炎炎夏日应注意防暑降温，但切莫
过度贪凉伤了身。

省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显示，
从 7 月 9 日夜里开始，三门峡、洛
阳、焦作、济源四地区和安阳、鹤
壁、新乡三地区西部部分地区有中
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小雨。除南部
地区外，降水约在 11日早上停止。
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表示，此轮降
水虽整体较弱，降雨量不大，但降
水期间大部分地区气温在 25℃左
右，东南部地区在 28℃～30℃，感

觉较为凉爽。
另据了解，随着降水停止，全

省气温虽小幅度回升，但预计 12
日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
轮降水，升温的脚步也有望再度受
阻。

小暑节气之后，我省天气将逐
步进入“高温模式”，专家提醒，即
将进入的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
最佳时期，大家在清凉消暑时但切
莫过度贪凉伤了健康。

所谓“冬病夏治”，是指在夏季
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利用具有温
热补阳性质的药物、食物等，采用
穴位贴敷、艾灸、埋线、药膳等方
法，对于容易在冬季发病或加重的
疾病进行防治。③12

雨水绵绵来 高温缓缓去
专家提醒“冬病夏治”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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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要求今年起

进修班课程将“禁修”
研究生论文要“严究”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连日来，中牟县官渡镇爱
心涌动。本报《西瓜喜丰收，瓜农
愁销路，中牟西瓜为啥不“火”》一
文在 7月 3日刊发后，引起社会各
方的关注。郑州市 10家爱心餐饮
企业看到本报报道后，第一时间打
电话致电本报记者，希望到中牟县
购买爱心西瓜，尽己所能帮助瓜
农。

7月 6日下午，冒着高温，这些
企业的负责人来到官渡镇，“我预
购 1 万斤，可以长期送”、“现在给
你 1万元订金，中不中”、“老张，你

地里的瓜我全包了”……在瓜地
边，阿五美食、煜丰美食、姐弟俩土
豆粉、春光早餐、鼎鼎一品鲜火锅、
福状元粥店、虢国羊肉汤、正弘商
务酒店、龙祥宾馆、阿利茄汁面等
10家餐饮企业首批预购西瓜近 10
万斤，不少企业表示今后将长期购
买中牟西瓜，共同帮助瓜农渡过难
关。

看着爱心企业来购买西瓜，瓜
农李老汉高兴地告诉记者：“俺种
了好几年西瓜了，卖瓜从没像今天
这么顺利，这下子心里就不用发愁
了！”③11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王海玲）“俺家的 10 万公斤洋葱
全卖出去了！”7 月 8 日下午，记者
再次赶往原阳县太平镇仝集村，
亲 眼 见 证 洋 葱 一 袋 袋 搬 空 的 速
度，亲身感受到菜农李天奎犹如
惊天逆转般的喜悦！

就在 4 天前，李天奎还在为
自家堆积如山的 10 万公斤洋葱
无人问津、4万元雇工欠薪无法给
付而心急如焚！河南日报等多家
省市县主流媒体闻讯立即施以援
手，相继对李天奎的洋葱急盼买
家作了连续大量报道。

几天来，一批批爱心人士接
踵而来：豫北监狱已经拉走了近
万 公 斤 、原 阳 上 宅 置 业 购 买 了
5000 公斤、原阳太平牧业买走了
8500 公斤，还有周边多家爱心单
位和个人，直接来到地头采购洋
葱……

7 月 8 日，来自中牟县的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客商带着 3 辆大
卡车和装卸工人将剩余的 6 万多
公斤洋葱全部买走，并与李天奎
签下了明年种植洋葱的订单：给
李天奎提供种子和管理技术、肥
料等，成熟后全部回收。③11

■新闻后续

原阳：

10万公斤洋葱售完

中牟：

10家企业组团“抢瓜”

7月 6日，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社会实践小分队在郑州市人民公
园向市民发放生活小窍门的宣传页。暑假社会实践中，该院同学们特
意从网上选取适合于夏季养生、卫生饮食的小窍门，制作发放宣传
页。⑤4 罗誉廷 摄

（（二二））

短短的团圆 久久的思念

对 11 岁的留守娃管悦怡来说，
她的很多幸福和期待都来自于“蛋炒
饭”。

团聚第一餐 最爱蛋炒饭
7 月 8 日晚，对于新蔡县凯旋实

验学校四年级学生管悦怡来说，这天
的晚餐是幸福的。在学校组织的聚
餐上，她和爸爸妈妈吃了团聚后的第
一顿饭。

夹菜、添汤、递馒头……这些经
常发生在城市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习惯，在小悦怡一家三口中，却
掉了个儿。“妈妈，你多吃点菜；爸爸
你的汤没了，给你加一点……”

管爸爸管任伟开心地看着女儿，
告诉记者：“这孩子很能体谅大人，平
时在老家就帮着爷爷奶奶到地里掰
玉米。”

“今天我和她妈专门请了半天假
来看孩子。看到女儿的汇报表演，我
的心软了。”原来，在看着女儿的表演
时，管爸爸作出一个决定：明天再请
假一天陪女儿看升旗、爬长城、参观
博物馆。“为了孩子，值了！”

当记者问到她最喜欢吃什么时，
她轻轻地把蛋炒饭转到自己面前，开
心地吃了起来。“这个对你来说，比肉
的吸引力都大么？”记者追问。“当然
……”小悦怡神秘地笑了笑，继续吃。

“爸爸，吃块饼干吧”
7 月 9 日，清晨 4 点 54 分，在天

安门广场人头攒动，伴随着一道火红
的朝霞，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小悦
怡一手攥着一面小国旗，一手举着爸
爸的手机，一丝不苟地把这庄严而神
圣的时刻录了下来。

“爸爸，你能抱我看下解放军叔
叔么，我看不到……”小悦怡请求爸
爸。管爸爸一把抱起女儿，小悦怡在
他怀里，把手里攥着的小五星红旗举
得高高的……

上午 9点半，小悦怡和爸爸来到
了八达岭长城。此时的天公也格外
作美，把太阳遮了起来，还送来了丝
丝凉风。面对不太陡峭的长城，小悦
怡像小兔子一般，走在最前面。

“爸爸，喝口水，吃块饼干吧……”
小悦怡从自己的小书包里翻出一包
饼干，原来这是昨天下午乘飞机时发
的那包，她带了一路……

期望妈妈味道的蛋炒饭
在回家的路上，记者再次追问小

悦怡为什么对蛋炒饭情有独钟。这
次她道出了心中的“秘密”。

原来，小悦怡这些年来每到暑假
都会来北京跟爸妈过，但由于爸妈工
作很忙，经常不能为她准备午饭，她
只能去附近的小吃店买份蛋炒饭当
作午餐。

“小吃店的蛋炒饭虽然好吃，但
是却没有‘妈妈’的味道……”小悦怡
悄悄告诉了记者这一“秘密”。

在小悦怡熟睡时，记者把这个“秘
密”告诉了管爸爸，管爸爸叹了口气。

“我跟孩子她妈工作都挺忙的，每天光
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都有 3 个多小
时，住的地方也不宽敞。”管爸爸说，他
何尝不想把宝贝女儿接到身边生活，
可是工作、吃住，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教
育，这些问题一时都不能得到解决。
不过管爸爸也下了决心：暑假接孩子
来北京要继续下去；等在北京条件好
点了，一定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踏着夕阳，小悦怡牵着爸爸的手
回家了，有“妈妈”味道的蛋炒饭，也
一定在家等着她。③12

幸福的“蛋炒饭”
□本报记者 高超 屈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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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

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六一”前夕，对孩子
们说的肺腑之言。短暂的随行采访虽然结束，但我
们对留守娃的注视不会画上休止符，他们的懂事早
熟和稚嫩沉默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敬请关注本报 7月 11日深读版《留守娃“进城探
亲”之问》，看看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才能让留
守娃与其他孩子一起同享雨露阳光，健康快乐成
长。③12

□本报记者 屈晓妍 高超

“那是苞谷”
8岁的闫梦航坐在记者膝头，乖巧却

沉默地听着记者的“喋喋不休”：要坐飞机
了激动吗？期末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
都会来接你吗……在7月8日从凯旋小学
开往新郑机场的大巴上，面对记者锲而不
舍百折不挠并且持续了近两个钟头的“套
近乎”，小梦航给予的回应只有四种：微微
点头、轻轻摇头、涩涩一笑、默默不语。

其间记者绞尽脑汁，多次转变“战
略”，试图攻入小梦航沉默的“堡垒”，都以
失败告终，巨大的挫败感顿时涌上心头
——这个白皙清秀、身量瘦削却性情和顺
的小男孩，跟自己难道就这么“话不投机
半句多”？

“你跟孙梦豪不是好朋友吗，要不你
找他玩一会儿去？”大巴行至鄢陵服务区，
记者决定放弃。

小梦航再次默然。然而正当记者打
算放开拥着他的手让他跳下膝头，却忽然
感到他微不可察地往记者怀里靠了靠，似
乎不愿离开。

犹疑不定之际，小梦航忽然转头看
向车窗。外面是一片翠绿的田野，种的庄
稼已经长到小腿那么高。

“那是苞谷。”小梦航说。
这是认识两个小时后他对记者说的

第一句话，僵局从此冰消雪融。

“啥是团圆”
“收完麦子就该种苞谷了。”小梦航告

诉记者。他上一年级，对农时如数家珍，
却还不会说普通话。

小梦航平时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两
位老人一边务农，一边要照顾五个孙子孙
女。小梦航在堂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上
有大哥二哥和姐姐，下有年仅六岁的小
妹。

对农村娃来说，排行在中间的一向
有些尴尬。“大哥光跟二哥玩。”他说。他
还认为奶奶最疼小妹。“奶奶没有这样抱
过我。”小梦航在记者怀里嘟哝了一句。

“爷爷奶奶很辛苦，我要听话，要懂
事。我在家负责给大家铺床。”他煞有介
事地告诉记者。“那你跟爸妈吃完团圆饭，
回家也要记得给他们铺床哦！”记者好心
提醒。

“啥是团圆？”小梦航突然发问。记者
解释说他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就是团圆的时候，小梦航一脸期待，笑得
很甜。

“给我手机”
7月 8日的汇报表演结束后，小梦航

的妈妈刘花瑞被孩子拥着，满面幸福地告
诉记者：半年多没见孩子了，他们简单吃
个团圆饭后，就要举家开车回二十多公里
外的通州家中。

开饭了，小梦航坐在正中间。他偷
眼看看右边的妈妈，再瞧瞧左边的爸爸，
受宠若惊之余，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我们每周给孩子打一次电话，问问
身体、学习。”刘花瑞告诉记者。“还有呢？”
记者问。“就这些。”刘花瑞说。她和丈夫
闫可可一起在建筑工地打工，夫妻二人温

厚朴实，虽不甚健谈，却也颇能拉东扯西
地与记者闲话。

小梦航抿嘴笑着，又恢复了默然的
状态。他想喝汤却够不着，就指指汤盆示
意爸爸帮忙。分离许久，爸爸给孩子盛汤
的动作竟透出些许殷勤。

一时又是无话。闫可可清清嗓子，
转头问儿子：“在家听话吗？”小梦航低头
微笑，并不答话。“你告诉爸爸呀。”刘花瑞
忍不住催促。小梦航却笑得更深，头也埋
得更低了。

“这孩子以前可淘气了。”刘花瑞有些
尴尬地向记者解释。

小梦航很快吃饱了。“给我手机。”他
朝妈妈伸出手，说出了团圆饭桌上的第一
句话，也是最后一句。拿到手机之后，他
就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孩子妈妈这个暑假不上班了，就专
门在家陪孩子。”闫可可忽然说。

7月 9日，记者随留守娃爬长城。小
梦航已于头天晚上和父母回通州了。攀
登八达岭的留守娃中，有两个孩子的父母
忙于工作无暇分身，还未来接。

每个留守娃的父母都至少有两本
账：“经济账”和“亲情账”，而它们却是此
消彼长，不能两全——“西墙”破了，只能
拆“东墙”来补，故而家长们总在这两本账
间左右为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和孩
子一次次沉默的团圆饭中无奈地选择了

“经济账”，而他们的选择又滋生了更多沉
默的团圆饭。

然而无论怎样，至少小梦航的这个
有妈妈相陪的暑假，必定会温暖而难
忘。③12

小梦航爸妈的“两本账”

小悦怡和爸爸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⑤4

用手机记录长城的雄伟壮观。⑤4

在长城上挽着妈妈的手，一直没有松开。⑤4

孩子们在自然博物馆参观。⑤4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高 超 屈晓妍 李静媛 摄

一路奔波，一路相伴。从打“飞

的”进京到观天安门升旗、登八达岭

长城、游自然博物馆……两天跟踪

采访中，我们特意在 30个留守儿童

中选取了两个家庭，在记录孩子和

父母久别重逢的欣喜之余，更试图

通过一些角度的选取走进他们的心

里，真实展现他们的所思所盼。短

短的相逢，久久的思念，长长的祝

福，愿河南200万留守儿童不在留守

中遥望亲情、期盼团圆。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