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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温小娟）7月 15
日，是我省定向培养直招士官体
检的最后一天。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0多名高中毕业生在河南省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有条不紊地排队
体检。据省征兵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全省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名额 445 名，属高考大专提前批
次，地方青年报名踊跃，报名人数
有 2000多人，经过高考分数筛选，
其中 1374人进入面试体检环节。

在体检现场，医务人员对报
考青年进行了外科、内科、耳鼻喉
科、听力、眼科、士兵职业基本适
应性检测（心理）等内容的常规检
查。同时，对报考青年进行现场
面试，考察他们的入伍动机、形象
气质、心理气质、逻辑思维能力、

行为反应能力等。体检面试合格
的，省征兵办把名单直接送达省
招办集中录取现场。省招办按照
合 格 的 考 生 名 单 向 相 关 高 校 投
档，由有关高校择优录取。

据了解，今年是我省首次实
行定向培养直招士官，目的是充
分利用地方的教育资源为部队培
养人才，拓宽有志青年参军入伍
渠道。凡年龄不超过 20周岁参加
过当年高考的未婚男青年都可报
名参加，我省有 9 所高校共录取
445 名高考生作为培养对象。培
养对象在高校完成前 2.5 学年的
课程且修满规定学分，于第 3学年
的 12月份参加身体复检和政治复
查，条件合格的将直接成为士官
到部队服役。③9

危 拱 之（1905—1973）女 ，汉
族，河南省信阳市人，192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武汉
分校女子队，接着参加广州起义和
海 陆 丰 地 区 的 土 地 革 命 运 动 。
1929年，她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曾因反对王明宗派主
义，被戴上托派嫌疑帽子，受到开
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1931年
回国后，她被派到闽粤赣军区司令
部宣传科工作，是红军戏曲运动的
开拓者，当年恢复党籍。后又因反
对王明“左”倾路线，被宣布永远开
除党籍。她蒙冤参加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是中央红军中闻名的 32名
女战士之一。1935年底危拱之重
新恢复党籍。

抗战爆发后，危拱之回河南工

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信阳抗日
挺进队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战初
期，她先后在《风雨》周刊和《行都
日报》上发表《动员河南的妇女保
卫家乡》等文章，号召全省妇女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创办孩子剧团，
到各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9
年 11月，在“竹沟事变”中，她和省
委书记刘子久等一起指挥战斗，突
出重围。1940年她当选为中共七
大代表，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
长。她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在

“抢救运动”中受到错误打击。解
放战争时期，她随军赴东北工作，
先后担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书
记，冀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长等
职。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长期休
养，1973年在北京病逝。③9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风来
了，雨来了，雷公背着鼓来了”……
7 月 14 日夜里至 15 日，我省多地
降下雷阵雨，驱散了入伏首日的炎
热。7月 15日，记者从省气象局获
悉，这阵雨水不会很快和我们作
别，预计阴雨模式将持续到周末，
大家可以尽情享受三伏天难得的
清凉。

15 日一早，省气象台就发布
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未来
12小时，南阳、平顶山等地降水量
将达 50 毫米以上，局部县市可达
100 毫米以上。接下来，信阳、南
阳、驻马店、洛阳等地又发布 10余
个暴雨预警信号。专家提醒，这些

地区要注意防范雷电、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及短时强降水可能引
发的城市内涝，西部、西南部山区
要注意防范中小河流山洪和地质
灾害。

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阴雨”模式将一直持续到本周
末。16日，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
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驻马
店、周口、漯河四地区和商丘地区
南部及永城、鹿邑、新蔡、固始部分
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17日，全
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
雨。18 日，西部、北部阴天，部分
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阴
天间多云。③12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李 新)7月 14日一大早，禹州公共
自行车管理中心已是人头攒动。

“市民的办卡热情很高，都想体验
一把‘小绿’”该中心负责人说。

“小绿”，即公共自行车交通系
统。禹州是许昌市第一个运营公
共自行车的县级市，一期建有站点
35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1000 辆。
而在许昌市区，“小绿”已运行了整
整一年，从最初的 55个站点，1200
辆公共自行车，现如今已发展到
150个站点、3200辆公共自行车。

“截至今年 6 月底，办卡量已
突破 4.5万张，最高单日借换车近
3万车次，总借还车次达到 560万，
总骑行时间超 4420 万分钟。‘小

绿’已经成为许昌市民低碳出行的
首选。”“小绿”运营方——常州永
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分公司副经理金雷说。

为了让“小绿”行得更远，许昌
公共自行车管理中心与运营方启
动了公共自行车系统城市互联行
动。目前，许昌已与漯河、周口、驻
马店、信阳、洛阳、济源、永城、柘
城、平舆等 10多个市、县的公共自
行车系统实现互联。这些市、县的
居民们一地办卡，便可系统互联、
异地城市骑上“小绿”出行。

为方便租车，许昌公共自行车
运营管理中心还开通了官方微信
和官方网站，市民可实时查看周边
站点信息，便于就近选择。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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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

我省首次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地方青年报名踊跃

凉爽天气持续到周末

许昌“小绿”与 10多个市、县公共自行车系统互联

一地办卡 多地出行

“相见一秒算一秒，相见一天算一天……
我们力争和时间赛跑，让亲情不再走远……”

当李娜和李晓晓站在汇报演出台上时，
在家中排练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诗朗诵，却总
是被哽咽打断。看着两个孩子的表演，台下
的父母也泣不成声。此时，他们的相聚，不过
刚刚半个小时。

7月 15日一早，在杭州茉莉花广场，家长
们焦急地等待着从新蔡老家赶来的孩子们。
李娜和李晓晓姐弟一从车上下来，就跑向了
久别的爸妈。

然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一到这里就见
到父母。当别的孩子都被爸妈搂在怀里，肆意
呵护时，郑果果却在路口焦躁地张望，手里还
捧着一盒自己亲手折的玫瑰花，那是要送给妈
妈的礼物。妈妈却迟迟没有到来。

终于，在郑果果已经噙上了泪花的眼睛
里，出现了妈妈的身影。她甚至顾不上把抱
了一路的礼物递给妈妈，一下子就扑到妈妈
怀里。一大早就搭公交从萧山往这里赶的妈
妈也顾不得一路的劳顿，紧紧抱住了女儿。

到了汇报演出现场，记者发现刚刚还和
马豪杰在一起的爸爸不见了。怎么回事？“走
了。”马豪杰撇了撇嘴，“他忙。”老师解释说，
马豪杰的爸爸刚刚上完夜班，匆匆赶来只为
先见孩子一面，白天还有工作的他，要到晚上
才能把孩子接走。

为了让父母了解孩子们在学校里都是什
么样子的，凯旋双语实验学校拍摄了孩子们
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视频，在汇报演出现场
播放给父母们看。每个爸爸妈妈，都伸长了
脖子，瞪大了眼睛，努力在视频中找寻着自己
孩子的身影。

汇报演出开始了，台上，孩子们在背诵国
学经典，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写满了认真
——他们要把最好的表现，展现给最亲爱的
爸妈。台下，爸爸妈妈们仔细倾听着，想掏出
手机把这一刻记录下来，却发现泪光已经模
糊了双眼。

合唱《天之大》是当天汇报演出的最后一
个节目。“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
他的笑像极了妈妈……”伴着孩子们的歌声，
汇报演出结束了，但孩子们和父母的团聚，才
刚刚开始。③9

此行年龄最小的孩子，6岁的任乐
天，对记者的相机着了迷。

令 万 千 学 子 为 之 神 往 的 浙 江 大
学，在他这个连大学是啥都还没弄清
楚的小娃娃眼里，就是一个能用相机
拍来拍去的地方。

“你快来听老师讲大学！”妈妈招呼他。
“我要玩这个。”任乐天只顾低头

对着相机液晶屏上的自己嘻嘻笑。
“天天，你看看这大学多好！”爸爸

上前作势要把他拉走。
“我要玩这个嘛！”任乐天往旁边

一躲，兴致勃勃地在记者的相机镜头

上按了许多指头印子。
“任乐天！让你过来是干啥的？”

爸爸终于拉下了脸。接下来还有几十
天要一起度过，爸爸决定不能惯着他。

“我就要玩这个！”任乐天一点儿都不
怕爸爸，无师自通地找到了快门，然后一
顿乱按。妈妈无奈，爸爸叹口气，投降了。

而 8岁的和宇康则一直致力于躲开
记者。其实他爸爸是想四处走走看看
的，但是一向乖巧的儿子突然如此任性，
总拉着他往僻静处去，爸爸也搞不明白。

其实和宇康就是想跟爸爸多待会
儿。虽然爸爸说了要让他留在杭州过

暑假，但他还是分秒必争，仿佛身上抹
了胶水，时刻都跟爸爸粘在一起，又好
像被打了兴奋剂，永远都在跟爸爸嘀嘀
咕咕絮絮叨叨，小嘴儿就没停下来过。

时近傍晚，微闷的熏风拂过校园，
也吹来了和宇康的只字片语：“……不
好考我也要考。”

“大学哪都管上，非要往这儿考
哩？”依稀听到爸爸含笑的声音。

“那我不管。我就要考到这儿，跟
你在一起。”

是啊，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想跟
你们在一起。③9

美丽的杭州，有我的爸妈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屈晓妍 陈 晨

7月 15日这天，是决定来杭州探亲的留守
娃“命运”的时候，可惜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在经历了与爸妈重逢的喜悦后，整整一
天，孩子们都拉着爸妈的手，在清丽婉约的西
子湖畔、在书香漫溢的浙大校园，洒下一串串
银铃般的笑声。

待到夕阳西下，一日劳顿、意兴阑珊，就到
了爸妈们进行“最后抉择”的时刻：孩子大老远
过来了，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漫长的暑假，面前
是爸妈，背后是老家，孩子们究竟是去是留？

管团结是不能留在杭州过暑假的，他从
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

所以，只是在刚见面的时候跟爸妈一起
站了一会儿，接下来的整整一天，管团结都是

“独行侠”。就连吃饭的时候，他都不跟爸妈
坐在一起。

看着两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因为尴尬而
手足无措的样子，记者忍不住“多管闲事”：

“就让孩子跟你们住几天不行吗？”
“让他来住几天他就不肯走了，不中。”爸爸

管红建说，在杭州打拼这么多年，两口子还是挤
在狭窄的职工宿舍里，再多个孩子肯定住不下。

“穷，不中。”停了一会儿，管红建又喃喃
自语。

而另一边，7岁的任颖涵也气鼓鼓地背过
脸去。她和弟弟任乐天要跟父母一起过暑假，
但是见面第一天，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爸爸
就“残忍”地拒绝了给她买冰淇淋的要求。

“你瞅你的牙，都坏成啥样了！”爸爸任辉
毫不客气地说。看见记者在一旁，他又不好
意思了，赶紧解释道：“在家里爷爷奶奶惯得
要命，我又没空管她，一瞅见就心急。”

看到管团结又离开爸妈跑到一旁，记者
一把拉住他：“咋又不跟你爹妈一块了？”

“俺爸狠心。”管团结沉默了一会儿说。
他死死埋着头，仿佛要用目光在地上戳个窟
窿，又沉默片刻说：“俺爸俺妈都不耐烦儿

（注：方言，意为‘不喜欢’）我。”
一瞬间记者张口结舌，却又泪盈于睫。

爸妈的“狠心”总是一把双刃剑，伤了年少无
知的孩子，也痛了有苦难言的自己。

多想解释给管团结听，但又该从何说起呢？

在任涛妈妈的授意下，爸爸任守军这回
给孩子挣足了面子。

他送给儿子的见面礼，是一部手机，并且
承诺让儿子留在杭州过足整个暑假，就跟过
去两年一样。

任守军打工赚到钱了。在一家餐厅做掌
勺的他，烧得一手正宗的杭帮菜。

一个上午，任守军眼睁睁看着儿子兴奋
地拿着新手机在西湖边上四处拍照，这会儿
坐下来吃午饭，却是把肠子都悔青了。

“都怨孩儿他妈，糊涂！”任守军愤愤然对记
者抱怨，“非要买手机，说是好联系。你看他贪玩
那样儿，以后只顾玩手机了，看他还学不学习。”

左手拉着女儿李娜，右手扯住儿子李晓
晓，杜红丽也犯了“糊涂”。见着俩孩子之前，
两口子原本商定这回留下儿子，让女儿回老
家。然而也许是被姐弟俩西湖畔莲香中的背
影软了心，也许是被孩子们饭桌旁笑闹时的
稚气转了意，事到临头杜红丽后悔了。

“宿舍住不下，我看你到时候咋办！”丈夫
嚷嚷着。“我不管！我哪怕工作都不要了呢！我打
工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孩儿！”杜红丽不甘示弱。

李娜坐一旁，捂着嘴偷乐。她平时最讨厌
爸妈吵来吵去的，但这一次，她决定不干涉。

“狠心”的爸爸

“任性”的孩子

□本报记者 李英华 陈 晨 屈晓妍

地点：西子湖畔 时间：11：00

地点：杭帮菜馆 时间：13：30

“糊涂”的妈妈

地点：浙江大学 时间：15：00 编后：
整整一天，孩子们都沉浸在与父母同游

西湖、漫步浙大的甜蜜和幸福中。短暂的团
聚后，有些孩子不得不随车返回新蔡老家，让
杭州的湖光山色映着父母的身影，夜夜在梦里
流连。但不管怎样，父母和孩子之间血脉相连
的深情，并不会因为距离而有所改变。留守娃
探亲活动落下帷幕，但我们知道，必须给孩子
们更多的关怀，他们才能更茁壮地成长。③9

孩子们在苏堤合影留念。⑤4

终于把礼物送给了妈妈。⑤4

团聚在一起，一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⑤4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陈 晨 屈晓妍 摄

在校园里，孩子们正在听贺慈浩教授讲述浙江大学的历史。⑤4

今年 83岁的陈登俊老人，是 63年党龄的老党员。1992 年，陈老退
休后，阅读《河南日报》等党报、党刊，剪贴保存报刊资料，成了他的生
活乐趣。23年来，他剪贴河南日报各种资料多达 509本，摞起来足有两
米多高。⑤4 陈建立 摄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一扫

让亲情不再走远

本报明日推出“记者调查”
专题策划——河南留守儿童样
本调查：孩子，你在家乡还好
吗？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