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13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为方便考生及
家 长 ，今 年 河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www.heao.com.cn）开发了手机客
户端——“河南高考”，考生和家长可
以随时随地了解招生动态、招生政策，
方便快捷地查询分数和录取结果。

“河南高考”设计了3个栏目：看政
策、查热点、享服务。打开“看政策”栏
目，考生可及时获取省招办发布的高招
资讯、招生政策；打开“查热点”栏目，考
生可获取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打开“享
服务”栏目，考生可查询高考分数及录取
结果，以及高校招生计划、省招办咨询电
话和全省各市服务大厅联系方式。

考生和家长可安装手机客户端，
把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装进手机里。
手机用户直接扫描下面二维码安装即
可。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13日，
省公安厅发布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
谨防九大高招骗术。

骗术1：谎称掌握“内部招生指标”

不法分子谎称掌握有军事院校或
国防生“内部招生指标”，向考生家长
诈取钱财。

防范建议：遇到这类情况，考生和
家长要及时向当地招生部门、军区招
生办和有关院校反映，并向公安机关
报警。

骗术2：打着“补录”旗号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不熟悉
招生程序的弱点，打着“补录”旗号，声
称考生“只要交钱，就能被录取”。

防范建议：如有没完成招生计划
的情况，补录院校及专业的信息会通
过高招办正规途径向考生统一发布。

骗术3：声称与招生机构“有内部

关系”

不法分子和中介声称与招生机构
“有内部关系”，利用考生和家长希望低
分高录的侥幸心理及上当受骗后碍于
面子不愿声张举报的心理，实行诈骗。

防范建议：高招实现网上远程录
取后，各省级招办电脑程序会自动检
索考生志愿，向高校传送电子档案。
不够投档线的考生，电子档案不可能
传给学校。

骗术4：伪造录取通知书

不法分子或中介通过编造虚假招
生院校、虚假合作办学单位，以邮寄虚
假录取通知书方式忽悠、蒙骗考生将各
种费用打入个人或机构的银行账号。

防范建议：录取期间，招办工作人
员都在录取现场，与考生见不上面，也
不会委托中介。考生应耐心等待高校
通过“EMS”快递的录取通知书和相
关报到须知。

骗术5：模糊学校名称和资质

一些校名与知名院校相似的“野
鸡”大学，往往打着“不看高考分数，进
校包拿本科学历文凭”旗号，忽悠考生
填报。

防范建议：考生应从官网或官方
渠道查询相关院校的信息。

骗术6：花钱抵分入学

一些“能人”号称可以以钱换分，
帮落榜生花钱上大学。

防范建议：未录取考生应通过官
方渠道及时了解未完成计划院校的征
集志愿信息。

骗术7：混淆办学类型

不法分子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
育班这类补习机构的办学等同于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录取为名，蒙骗考生。

防范建议：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
生要第一时间登录当地教育考试网站
查询，如果该渠道并未显示被录取信
息，考生就不要轻信他人忽悠。

骗术8：办理“特长生”加分优惠

不法分子声称能办理各类“特长”
照顾资格，帮未上线考生获取降分优
惠，以“特长生”录取。

防范建议：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
严格限定了考生能否被录取，任何个
人和机构都不可能在考生没达到分数
要求的情况下“破格”录取。

骗术9：交钱才给通知书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搜集
考生的个人信息后，告知考生要将学杂
费打入银行账号，才能拿录取通知书。

防范建议：考生和家长要通过所
在地的招生考试官方媒介了解录取时
间安排，密切关注自己所处录取批次
的录取进程。②40

□本报评论员

历经十几个日夜，辗转一万多公里路途，

烈士申亮亮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河南温县，回到了父母亲人的身旁。他将长

眠于此，在烈士陵园中，带着他的故事，供后

人凭吊缅怀。

申亮亮与你我一样，也是一个热爱生活、

满怀希望的年轻人；申亮亮也与你我不同，他

在最好的年华，毅然挥别了年迈的父母、挥别

了热恋中的女友、挥别了和平中的幸福生活，

奔赴维和前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献出

了 29 岁的年轻生命。正因为这种牺牲，他的

人生更加灿烂，用热血与忠诚谱写了一曲荡

气回肠的青春之歌。

他用生命让我们深刻了解，和平与幸福

的生活弥足珍贵。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等威

胁魔影幢幢、暗流涌动。也许你会说，我现在

生活的城市很安全，丝毫没有感受到恐怖气

息。殊不知，正是申亮亮这样的年轻战士，以

磅礴热血、忠魂赤胆，奋战在维和最前线，才

有了我们习以为常、平静安宁的生活。这一

切并非唾手可得，唯有倍加珍惜呵护和平与

发展的良好环境，才能告慰烈士的英灵。

他用生命让我们认真体悟，信仰是多么宝

贵的财富。信仰指引着奋斗的方向，信仰筛选

出崇高的价值抉择。在抗洪抢险中，他勇挑重

担表现突出；在维和选拔时，他连年递交志愿，

要求接受考验为国争光；在炸弹袭击的危险关

头，他用生命中的最后 37 秒换取了战友的安

全……申亮亮展现了新一代中国军人对党和

人民高度忠诚、赴汤蹈火恪尽职守的大无畏精

神风貌。

他用生命让我们深受启迪，脚踏实地才

是做人本色。从入伍开始，他就刻苦学习、严

格训练，不仅入了党，还两次被评为“优秀士

兵”；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成为“一专多能”

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

库；他善良热心，关爱资助贫困学生……透过

危难时刻的英勇壮举，可以管窥踏实的作风、

过硬的素养、优良的品德。对于绝大多数年轻

人来说，战争硝烟是如此遥远，但英雄的精神

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一定轰轰烈烈，但立足

本职，奋发有为，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英雄记忆不能尘封，血染荣光会当传

承。我们要向申亮亮烈士学习，学习他坚定

信念、听党指挥的精神追求，学习他苦练打

仗、矢志打赢的过硬本领，学习他临危不惧、

勇于牺牲的血性胆气，学习他关爱战友、服

务人民的高贵品格，无怨无悔地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贡献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传承烈士

精神。

一腔热血，许下了一生；一个名字，荡涤

了人心。申亮亮，他的名字带着光芒，映照我

们的时代，让喧嚣沉静，让浮华弥散。说不完

的，是一个军人的铮铮铁骨；道不尽的，是一

颗滚烫的耿耿忠心。当代中国，为有申亮亮

而骄傲；中原大地，为有这样的儿女而光荣。

风霜雪雨搏激流，少年壮志不言愁。今

日之河南，改革发展全力攻坚、风起云涌：深

入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实施

四大国家战略规划，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大

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网络

经济强省。爬坡过坎的艰巨任务呼唤着英雄

辈出大显身手，攻克一个又一个发展的“摩天

岭”需要凝聚起时代精神的磅礴力量。让我

们学习弘扬维和英雄申亮亮的先进事迹与高

尚精神，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2

□本报记者 刘勰 陈学桦

最是痛彻心扉日，依依惜别英雄时。
6月13日上午8时，温县殡仪馆内，气氛庄

严凝重。在《思念曲》的旋律中，1名礼兵手捧
遗像，1名礼兵怀抱骨灰盒，将申亮亮烈士骨灰
从殡仪馆灵堂移出，身后4名礼兵分成两队，护
送上灵车。而后，灵车缓缓开动，向温县烈士
陵园进发。

挽幛丛立，哀乐低回；长歌当哭，满城同
悲。6月的怀川大地，烈日当头，但这丝毫不能
阻挡广大家乡父老对烈士的崇敬和留恋。古
温县城，万人空巷。十余万群众自发围在路
边，等着送英雄最后一程。有的胸佩绢花为烈
士祷告，有的垂首肃立向烈士致敬，有的眼含
热泪向远去的灵车行注目礼……一朵朵满含

哀思的白花，一次次饱含深情的眺望，乡亲们
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的好战士、和平的好卫
兵、“四有”的好军人、父老的好孩子申亮亮，表
达着依依不舍的深情，传递出满怀真挚的追
思。

8时 30分，灵车缓缓靠近烈士陵园，礼兵
下车，捧着烈士骨灰沿台阶缓步走到门前平
台。此时的陵园内外，近千名父老乡亲已聚集
在此为烈士送行。台阶上下，摆满了各级单
位、烈士遗属、生前好友、各界群众等送来的花
圈和菊花。“中华痛失军中骄子”、“太行永记维
和英雄”……一副副挽联高悬，催人泪下。

10时整，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手捧烈士骨
灰由陵园东西干道护送到达灵台。全体人员
面向道路中央，驻足凝视，深情缅怀。庄严的
国歌响彻半空，随后，哀乐低回，全体人员肃

立，向申亮亮烈士默哀致敬。
聆听着英勇事迹，瞻仰着烈士遗像，英雄

的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悲伤的气氛在空气中
弥漫。此时，乡亲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
痛，不少人已是泪水涟涟。哀婉的旋律中，全
体人员三鞠躬，表达最深沉的缅怀，致以最真
切的哀思。

该起灵了，两名礼兵捧着烈士遗像和骨灰
盒走向苍松翠柏掩映的墓地，烈士的亲属们紧
紧跟随。墓地前，陵园工作人员从礼兵手中小
心地接过骨灰盒，轻轻俯身，缓缓放置于墓穴
中，烈士家属、工作人员细心地封存墓穴，将卧
式纪念碑放置其上，轻轻拂拭，回首连连。

申亮亮烈士终于长眠在了这片养育他的
土地，这片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的中原大地。
远处松涛阵阵，如泣如诉。

英灵回眸应笑慰，身后自有擎旗人。英雄
的事迹感染着每一名前来送别的家乡父老，激
励着每一位念兹在兹的中原儿女。

市民陈大爷得知今天烈士骨灰安葬的消
息，一大早就赶来了：“我跟亮亮素不相识，在
我眼里他就是个孩子，可在危急关头，他的表
现真够爷们！这样的男人就是我们家乡的骄
傲，我一定得送送他！”

“申亮亮为和平安定保驾护航，今天我也
来给他站一回岗，让他走得安心。”街头为烈士
送行的群众冉晓俊说道，哽咽的话语中透着坚
定。

温县第二实验中学是申亮亮的母校，该校初
二学生王慧杰说：“作为学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好
好学习，苦练本领，将来为祖国繁荣富强作出自
己的贡献，用实际行动接过烈士的枪。”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当地时间5
月31日晚，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河
南籍战士申亮亮不幸牺牲，其英雄事
迹成为我省高校这几天的热点新闻，
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学子们纷
纷表示，英雄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同
为热血青年的大学生学习。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杨睿楠说，申亮亮在生死关头，做出了
一名军人光荣而无畏的选择，他的牺
牲精神、敬业精神、为理想而奋斗的精
神，值得大学生学习。将来无论身处
什么岗位，只要有了这些精神，年轻人
就一定能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作出
贡献。

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大三学生
王猛说，申亮亮的英雄事迹给大家传
递了正能量。平时大学男生关注最多
的是科技、游戏，这几天申亮亮的英雄
事迹成了朋友圈的热点，自然而然地
引导大家去关注精神价值、内在美、理
想、奋斗等充满正能量的东西，引发了
大学生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电子商务
系大四学生黄敏说，申亮亮舍己为人
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英雄已
去，希望我们能抚慰英雄家人失去至
亲的伤痛，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安慰，
给他们关爱。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6月 13日从省卫
计委获悉，近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医师
奖终评会议（2016年）”落下帷幕，80名获奖者人
选名单出炉。其中有两名获奖者来自我省，分别
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部主任医师秦秉玉，
郏县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谢守祯。

秦秉玉带领着省人民医院 ICU团队，近 10
年来，倾心尽力为上万名急危重症患者把住了生
死关口；开展的“心肺脑复苏术后神经功能保护
及早期康复”、“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集束化预防
措施”等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他本人
曾获河南省“文明医生”称号。

现年71岁的谢守祯，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
凭着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一腔爱心，救治
了成千上万名患者。他看病始终坚持“三个绝
不”：能通过症状准确判断病情的绝不用仪器再
做检查，能在门诊治疗的绝不让病人住院，常规
药品能解决问题的绝不用贵重药品。他被群众

亲切地称为“平民医师”。
中国医师奖是经原卫生部批准设立的我国医

师行业最高奖，本届评选着重在医德医风及职业道
德方面有突出表现者，获奖人选均来自临床一线医
师，其中基层医师占到了近四分之一。6月26日，
中国医师协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③4

“河南高考”
APP上线

省公安厅发布
九大高招骗术一曲荡气回肠的青春之歌

故园埋忠骨 英魂励后人

我省两名医生获“第十届中国医师奖”

申亮亮英雄事迹
成校园新热点

6月13日,申亮亮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温县烈士陵园举行。群众自发走向街头,向英雄告别。⑨2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申亮亮烈士之墓。⑨2

母校师生寄哀思。⑨2

家乡父老送别申亮亮。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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