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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10 月 23 日，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
停。可是，连下几天的秋雨和突然而至的
寒意却阻挡不了一群医学专家的脚步。他
们大都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不远千里万
里从美国、加拿大以及我省各地赶来郑州，
共赴一场关于教育的“约会”。这一天，郑
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间简朴的会议
室里高朋满座，50位医学专家受聘成为学
校的特聘教授。

这 50 位特聘教授中，有 7 人来自美
国、加拿大的知名医院、医学研究所，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比如，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博士董子刚教授任职于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荷末尔研究所，是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肿瘤发病原因研究会成员，也是
国际上肿瘤防治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曾
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韩新强博士现任
美国印第安纳州瑞德医院心血管内科电
生理主任医师，在肿瘤相关心脏病学术方
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美国
西弗吉尼亚大学博士丁敏任美国国家疾
病控制中心职业病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对食品中抗氧化物质对癌症的预防和治
疗作用颇有研究。

其他国内国外特聘教授，也是医德医
术俱佳。

人逢喜事精神爽。66岁的学校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左生显得格外精神，他说：“32
年前，澍青医专的创办人王树青先生在73
岁古稀之年，利用原河南医科大学的师资
优势，将身边一批离退休老教授、老专家组
织起来，创办了我省第一所民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32年后的今天，我们伸出橄榄
枝，邀请即将退休、刚刚退休的老专家来校
发挥余热，为学校发展、学生成才贡献力
量，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王左生说，澍青医专从建校之日起，便
把学生的医德放在首位，老校长当年提出
的“必须有高尚之医德才能悟化出精湛之
医术”的名言传承至今。这次聘请的老专

家除了医术精湛，最可贵的是医德高尚。
请他们来学校举办讲座，教书育人，相信学
生定会有所收获。他们的加盟，是学校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的又一大成果。

从美国回来的董子刚教授等人纷纷表
示，没想到河南变化这么大，没想到河南民
办教育发展这么快，没想到一所民办医学
院校的教学设备、教育理念这么先进。几
天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看到了河南教育的
美好未来。

此次牵手，受益最大的当然是莘莘学
子。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赵振宇兴
奋地告诉记者：“今后我们不出校门，就可
以面对面地听大专家上课啦！”⑥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10月 22日晚，作为 2016海峡两岸民
间艺术节河南代表团唯一参演剧目——河
南原创儿童动漫剧《小马过河》在台湾金门
县精彩亮相。据悉，这是我省儿童剧首次
赴台交流演出。

演出当晚，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活泼
可爱的动物造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
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让金门的小朋友直
呼这个“河南小马”好看好听又好玩。此情
此景让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十分欣
慰：“优秀的儿童剧不用说教，却总能感染
人心，传递温暖和爱，不仅孩子爱看，家长
也爱看。”

“河南小马”受热捧

《小马过河》是河南艺术中心打造的
“十二生肖”系列大型动漫人偶童话剧的开
篇之作。自 2014 年正式登台演出以来，

“马”不停蹄地到全国各地巡演，成功演出
150多场，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值得
一提的是，《小马过河》今年10月中旬参加
第 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
时，上海市教育部门以政府购买方式一举
签下了40场演出。

“河南小马”缘何如此受欢迎？王仕俊
表示，这与将儿童剧和中华传统生肖文化
深度融合，以及艺术形式上创新有关。这

部改编自传统寓言故事的儿童剧，在保留
原有故事线索的基础上，为主人公小马增
加了新的难题，通过小马解决难题的过程，
让孩子们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
勇敢、善良的品质，同时创造性地融合了动
漫、人偶、多媒体、舞台表演等元素，生动活
泼、寓教于乐。

新一代小观众是伴随新媒体长大的，
要吸引这批拿着 ipad长大的孩子们进剧
场，“舞台剧就要注重文学情境再造，带给
小观众‘动起来’的描绘。”省木偶剧团团长
赵飞说，“《小马过河》增加了具有时代感的
新元素，每一幕之间增加了巨幅动画影像，
让孩子们眼前一亮。此外，突出互动环节，
让孩子们从‘观看者’变成了‘参与者’。”

据悉，继《小马过河》之后，河南艺术中
心于2015年已推出该系列第二部《披上狼
皮的羊》，第三部《猴子王》也进入了实际操
作阶段。“现在社会上流行西方星座学，很
多小朋友只知道自己的星座，不知道自己
的属相，这让我感到很失落。我们打造这
个系列原创儿童剧，就是希望以全新艺术
形式展现中国传统生肖文化，这也是培养
孩子文化自信的一种方式。”王仕俊说。

让优秀儿童剧滋养孩子成长

现在的儿童家长以“80后”居多，他们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家庭教育并不局限
于上补习班、兴趣班。“儿童剧”成了家长们

开阔孩子眼界、培养他们文化素养的常见
选择。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的刘女士
时常带她 5岁的儿子去看各种儿童剧，她
说，这种体验可能是单纯的快乐，也可能会
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

相比现在许多大热却粗制滥造的动画
片，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理论研究
室副主任贺宝林推荐家长多带孩子走进剧
场。他认为，优秀的儿童剧能打动小朋友
的灵魂，在他们心底种下一颗美好的“种
子”。“一部好的儿童剧能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的成长，让孩子长大后更有能力创造
美好的生活。”

而作为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一个
地标性演出场所，河南艺术中心自2007年
落成开业以来引进了很多国内外优秀剧
目。近几年，随着儿童剧市场的逐渐升温，
艺术中心开始频繁引进儿童剧。

“今后我们会着力打造河南本土的儿
童剧精品剧目，同时把世界经典戏剧、文学
作品引进来，相伴我省千千万万儿童健康
成长。”王仕俊表示。⑥6

□本报记者 马雯

遇到路人晕倒，救不救？如何救？“人
命至重，有贵千金”。在突发疾病、意外伤
害面前，分秒都攸关生死。救人性命是人
的本能，但人们又常常会有心无力，面临不
敢救和不会救的尴尬。

救人，与时间赛跑

10月 16日下午5点半，郑东新区会展
中心附近，一名老人突然晕倒。正在散步
的赵刘凯急忙上前施救，才及时挽救了老
人的生命。老人是幸运的，挽救他生命的
赵刘凯是郑州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医生。

“救人是医生的本能。哪个医生遇到
这种情况都会上前抢救。”和赵刘凯一样，
他的同事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医务工
作者对生命的责任。

10月 5日，国庆长假期间，一位 70岁

的老太太晕倒在郑州人民医院的电梯间。
虽然是在医院，但要等急诊科的医生赶过
来仍需要时间。刚好路过此处的该院中央
保障中心的护士长马琳娜立即对患者进行
抢救，经过两轮心肺复苏，患者终于恢复了
心跳。

10月 8日，在郑州市健康路和黄河路
交叉口，郑州人民医院纪委监察室副主任
安华和同事李雪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
路边躺着一位老人，却无人理会。二人立
即上前，为老人进行急救，并及时将他送
诊。“如果没有他们出手相救，后果真是不
堪设想。”老人的家人感动不已。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他们每个人都
如此表达。对于被救者而言，正是这样的
举手之劳才挽留住他们宝贵的生命。

不敢救、不会救让生命消逝

“遇到这种事不要袖手旁观，哪怕只是

帮忙打一个急救电话。有时候迟疑几秒
钟，一个生命就可能在你面前消逝。”救人
后的安华说。

“救人最担心被讹。”郑州市民刘女士
表示。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有不少人同
她的想法相似，如果路遇有人晕倒，自己通
常不敢救。

除了不敢救，不会救也成为大家无法
伸出援手的主要原因。“贸然施救，如果救
错了呢？”不少市民有着自己的困惑。

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50万名心脏
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还不足 3%。“生命
的黄金抢救时间仅有 4分钟，但由于我国
普通民众急救知识的极度匮乏，这宝贵的
4分钟却往往被浪费了。”中国研究型医院
学会心肺复苏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张思
森表示。

据了解，心脏停跳10分钟后，即使心肺
复苏成功，脑细胞也已经大面积死亡，成为
植物人的几率非常高。

急救知识短板待补

目前，我国的急救知识普及率较低，培
训合格的救护员仅有1000万余名，尚不足
全国人口的 1%。而许多发达国家在急救
知识、急救技能普及、培训方面已经非常进
步。据了解，在美国，18岁以上的公民必须
学习急救知识，每4人中就有1人懂得心肺
复苏的急救技能；新加坡每8人中就有1人
接受过专门培训；日本把急救知识列入中
小学必修课程；法国的急救培训普及率达
到40%，德国更是高达80%。

“我们医院能涌现出这么多救人者，与
自身的培训有关。每名员工上岗前必须掌
握急救知识，医护人员还要进行高级心肺
复苏培训。”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表
示，“普及急救知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只有这样，才能让生命不在束手无策中
逝去。”⑥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由豫剧大师常香玉创立的“香玉
剧社”恢复揭牌仪式日前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1948年，为培养豫剧人才，常香玉在陕西西安成立了
“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1950年改名为“香玉豫剧
改进剧社”，简称“香玉剧社”。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
剧社”在全国各地巡回义演，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香
玉剧社号”战斗机，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成
为全国知名的爱国艺人。1955年，“香玉剧社”迁回豫剧故
乡河南，次年并入河南豫剧院一团。

据介绍，时隔60多年后恢复的“香玉剧社”，一方面将
继承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爱国的优良传统，做好公益事业；
另一方面将坚持常香玉戏比天大的艺术追求，成为戏曲人
才培育基地和传统文化保护中心。⑥6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胡素君 史艳香）10月 21
日上午，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新区
医院开工奠基仪式在中牟县绿博文化产业园区隆重举行。
未来5年，又一个诊疗水平高超、基地设施完备的大型妇幼
专科医院将在中原地区崛起，为全省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郑大三附院作为一所省级妇幼专科医院，肩负着保障
全省6600万妇女儿童健康的重任。自1986年建院以来，
医院始终坚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在
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引领和带动全省基层妇幼卫生机构
共同发展。目前该院已拥有3个院区、7个河南省重点学
科、31个国家级和省级特色诊疗中心，牢牢确立了在全省
妇幼专业的龙头地位，跃居全国一流妇幼保健院行列。

新区医院建设项目是省政府重点民生工程，地址位于郑
开大道以南，紫寰路以西，富贵四路以北，牡丹五街以东，周
边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按照规划，新区医院占地167亩，建
筑面积约21.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床位999张，将利用5年
左右时间建成国内先进、省内一流的新型妇幼专科医院。

在开工奠基仪式上，郑大三附院向中牟县妇女儿童捐
赠价值10万元的爱心健康卡。⑥6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10月19日，郑州市第19中学迎
来了60周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校友及兄
弟学校的相关领导欢聚百花路校区，共享“做有未来的教
育”饕餮盛宴，共襄19中未来的发展。

郑州市第19中学始建于1956年，初名为“郑州市第一
完中”。该校1981年被定为郑州市重点初中，2005年被确
立为河南省示范性高中，而后创办初中和高中分校，2011
年成立国际部。该校目前已成为一校两区（陇海、百花）、
五部（初中部、高中部、振华中学、陇海中学、国际部）7000
余名师生的郑州市知名学校。

“一部学校史，浓缩了郑州教育发展史。”郑州市第19
中学校长梁寅峰说，学校从创办之初就坚守教育理想和情
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学校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⑥6

“香玉剧社”恢复揭牌

我省再添一所妇幼专科医院

郑州19中迎来60周年校庆

50位大专家与一所民办高校的约会

“河南小马”开辟儿童剧新天地

生命危急时刻，如果没有遇见他们

《小马过河》剧照

港大2017年
内地本科生入学申请启动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017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
入学计划”网上申请启动啦！10月25日，记者从香港大学
获悉，该校2017年在内地招生人数预计不超过300人，各
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凡参加2017年高考全国统
考的考生均可申报。

香港大学此次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将继续开展多元甄
选，为具有不同特长的优秀学子提供多元求学机会。学生
可以申请各项本科课程（包括香港大学─巴黎政治大学联
合双学位课程）、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联合收生计划（工程
类）、香港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科研培育计划”等。

有兴趣报考以上计划或课程的学生，需于2016年 12
月 30日前在www.hku.hk/mainland 完成“2017年香港
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的报名。港大将于2017年1月
至2月在内地多个城市提前进行面试。

据悉，2017年非本地学生在港大修读首个本科学位
课程的学费为每年 14.6 万港币，住宿费及生活费约为每
年 4万元港币。港大设有丰厚的入学奖学金。2016年，
超过1/3的新生获得了不同额度的入学奖学金。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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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10 月 16日，济源供电公司按照
人员组织、技术装备、物资供应“三优
先”原则，分组对12个“井井通电”作
业现场开展督导，促进工程项目加快
实施。

该公司把“井井通电”工程作为
民心工程来抓，对照项目管理台账，
逐项优化施工方案，明确开工时间和
完成时限，层层压实责任，构建齐抓
共管格局。坚持人员组织优先、技术
装备优先、物资供应优先，抽调精兵
强将，组建14支施工队伍，优化施工
机械、工程车辆、专业工器具配置，建
立物资合同履约、材料催办督办、出
入库管理、实时配送“一体化”流程和
协同运作机制，确保各类物资保质保

量及时运抵施工现场。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技术工艺和执行标准，强化
项目跟踪管理、质量监督和施工协
调，切实掌握工程进度，突出安全质
量控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着实消
除影响项目有序有效推进的制约性
因素，促进年内696项“井井通电”惠
民工程全面提速、尽快投用，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优质电能。

此外，该公司建立了“日督导、周
通报”和能效评价制度，协同解决人
力物力和施工环境等难题，通报工程
进度，把职责落实情况和工作效能纳
入绩效管理，奖惩分明，切实增强工
程项目管控的精准度和实效性。

（李建国）

济源供电：

加快推进“井井通电”惠民工程

天上掉下大馅饼

河南郑州彩民“赠票”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2.5万元
馅饼要多少钱一个？分馅料不同，可能

价格也不相同。可无论再好的馅料、再大的
馅饼，也比不上近日郑州市一位彩民收获的
河南省福彩中心给予的双色球大“馅饼”。
得益于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在进行
的“双色球双十大献礼、800万元回馈彩民”
促销活动，郑州市彩民张先生凭借一张河南
福彩赠送的双色球彩票，喜中双色球二等奖
一注，单注奖金22.5万元。

张先生在和家人一起前来领奖时显得兴
奋不已，手持中奖彩票说，10月16日下午，他
像往常一样去投注站购买彩票，当天去的是
位于郑州市经三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南100米
的福彩第41011425号投注站。由于前期投
注站业主已经告诉他，河南福彩自10月10
日起搞购买双色球单张满14元就随机赠送
一注双色球彩票活动，张先生当天就买了一
张9+1的复式票，由于对自己的选号水平非
常有信心，当时也就没太在意赠送的彩票是

什么号码。到星期一早上一查询中奖号码，
张先生发现：当期他自己选的彩票一注也没
有中，反而是随机赠送的彩票中了当期二等
奖，单注奖金22.5万元。

“中奖要的就是一个感觉”。张先生购
买双色球非常喜欢红复式，因为他的蓝号
会抓得很准，但是比起福彩 3D 的选号水
平，双色球对他而言又难了点。张先生还
给大家讲了前几年一次与 3D大奖擦肩而
过的故事。由于职业习惯，张先生对数字
非常敏感，前几年空闲时间多时，只要能够
静下心仔细研究一个星期，接下来他保准
会猜中3D中奖号码。当时正逢年底，单位
发了一笔奖金，中午喝完酒尽兴而归的张
先生在家门口的投注站看着 3D号码走势
图感觉非常好，就告诉投注站老板直接单
选 500倍，由于该投注站业主是多年的老
关系了，又看着他喝过酒就劝他少买点，买
个50倍得了。没承想，第二天果然出了他

选的号码，当时投注站业主看见他非常不
好意思。

“买彩票图的就是高兴，最让人着迷的
是分析数字后，偶然猜中时给人的那种成
就感，购买彩票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
方式。”张先生总结自己十余年的购彩历程
时这样说。

当前，河南省双色球派奖与促销活动
叠加，既有中福彩中心举行的9亿元大派送
活动，又有河南福彩中心进行的“双色球双
十大献礼、800万元回馈彩民”促销活动。
在活动期间，彩民既可以单张彩票满14元
获赠一注双色球彩票，享受到多一次中奖
机会的优惠，又能够体验到双色球大奖、
小奖齐派送的实惠，可谓是投注不变、欢
乐更多。不过，在这里还要提醒广大彩民
朋友——这些优惠活动，特别是 9亿元大
派奖活动的头等将加奖可是只有复式投注
才能享有哦！ （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