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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惠婷 刘一宁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已成为很多
老年人的共识。当前，省会郑州亟待解
决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问
题。如何结合老年人特点满足其学习
需求、完善老年教育机构建设等，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场地、师资成瓶颈

近日，河南省老干部大学邀请相
关人士对学校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教
材体系完善等问题出谋划策。不少学
员表示，老年人入学难的主要原因是
缺乏学习场所，希望学校早日建起教
学楼，给广大老同志营造一个舒心的
学习环境。

豫棉宾馆内的一栋三层小楼，就是
省老干部大学目前租用的办学地点。
记者在一楼多功能厅看到，三四十位老
年人正在采光、通风都受限的教室里练
习民族舞。

不少老年大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另
一个瓶颈，就是如何稳定和扩大教师队
伍。省老干部大学胡源智老师说，目前
该校只有教师 26人，不少有一技之长
又热衷于老年教育的人才还没有被纳
入师资库。

河南省老年艺术大学则因为经费
有限，教师数量和招生能力明显受限。
据了解，公办老年大学的授课教师均为
聘用人员，课时费相当低，每课时不足
百元。

业内人士建议，应从教育系统选派
更多优秀教师来老年大学上课，并广泛
吸纳教育志愿者，补充老年大学的教学
力量。

“他山之石”拓思路

一个比较尴尬的现实是，放眼全
国各省级老年大学，目前只有河南省
老干部大学仍在租房办学。此外，我
省其他老年大学校舍建设达标率也普
遍偏低，省辖市级校达标率为50%，县
市级校达标率为 16%，省直管县级校
达标率为20%。

进入新时期，国内很多地方都在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不少老年大学的
建设标准不亚于普通高校。山东省老
年大学拥有 4个校区，6所分校，面向
社会公开网上报名；上海市老干部大
学的远程教学能让各校区的学员和总
校老师适时互动；重庆老年大学邀请
专家来校任教，拥有专兼职教师 104
名。

据统计，目前在国内省级老年大学
中，校舍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有17
所，年度办学经费超百万元的有21所，
其中超千万元的有7所，而我省老干部
大学年度经费只有40万元。

“老年教育不能成为教育的短板。”
省老干部大学相关负责人认为，各级政
府部门应该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将
老年大学的场地、师资建设等作为民生
工程来对待。

多措并举破难题

国务院办公厅《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2016～2020年)》要求：到 2020年，以
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
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20%以
上；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原则上至少应有
一所老年大学，50%的乡镇（街道）建有
老年学校，30%的行政村（居委会）建有
老年学习点。

“解决校舍问题是当务之急，有关
部门正在积极谋划。”省老干部大学有
关负责人称，目前，该校计划与省直单
位、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学，扩
充师资库，扩大招生量，为更多老年人
提供学习服务的平台。

郑州市老干部大学通过开设分校、
在社区等处设立 27 个老年大学教学
点，吸纳老人进校学习。该校工作人员
何彦认为，整合社会资源服务老年教育
非常必要，还应该进一步利用互联网，
探索线上线下课程的结合，聚集优质教
育资源向基层和社区辐射。

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称，老年教育
问题不能只靠一两所公办老年大学来
解决，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志
愿团体加入进来，共同为老年人创造

“老有所学”的环境和条件。②7

让老年人轻松上“大学”
关注省会老年教育（下）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2 月 22
日，记者从省食药监局召开的食品
药品安全形势发布会上获悉，2016
年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向好，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的底线。全年抽检食品
4.23万批，合格率达97.9%；抽检药
品1.54万批，合格率达97.3%。

据了解，我省食品药品监管系
统在监管体制改革、农村集体聚餐
管理、药品流通领域专项整治等方
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近年来，全省
培育和扶持了一批具有河南特色的
食品药品知名品牌，2016年，全省
食品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
12063.15亿元，同比增长10.7%；全
省医药制造业主营收入 2248.05亿

元，同比增长15.2%。
全省持续推进餐饮服务“明厨

亮灶”建设，目前，累计实施“明厨亮
灶”的餐饮服务单位达7万多家，占
全省餐饮单位总数的 42%。食品
药品监管基层机构标准化建设稳
步推进，714个乡镇所基本完成规
范化建设任务。全年组织开展农
村食品安全“扫雷”行动、餐桌安全
治理主食行动、美容美发场所化妆
品安全、贴敷类医疗器械安全等20
多项专项整治活动，消除了一批突
出问题和重点隐患。坚持有案必
查、涉刑必移，保持高压态势，去年
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移送公安
机 关 案 件 633 起 ，同 比 增 加
70.6%。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
宜坦）2月 22日，记者从 2017年全
省妇幼健康服务工作会议上获悉，
为进一步做好出生缺陷救助工作，
提高患儿诊断治疗率，国家卫计委
妇幼司与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从今年起，联合在我省实施出生
缺陷救助试点项目，对全省城乡符合
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的诊断及
治疗提供救助，开展针对基层医务人
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针对
群众的宣传动员和健康教育。

根据方案要求，项目救助病种
涵盖新生儿 48项遗传代谢病串联
质谱检测出的病种（氨基酸、有机酸
和脂肪酸三大类疾病），以及其他17
种遗传代谢病。凡符合以下条件的
患儿均可申请救助：0~14周岁（含

14周岁）临床诊断的遗传代谢病患
儿，家庭经济困难（需有村委会或居
委会提供的家庭贫困证明），诊疗费
用自费部分大于等于3000元；通过
国家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报销比例达
到 90%的病种除外。方案明确，该
项目针对患儿在 2015 年 1 月 1 日
（含当日）以后产生的诊疗费用进行
救助，最高救助1万元。

该项目实施单位为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以及郑州市、开封
市、安阳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
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等 9个
省辖市的妇幼保健院。

凡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可向
当地项目实施单位提出救助申请，
依据方案要求申请救助。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2月21
日获悉，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联合
下发《关于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通知》，
保障县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切实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
河南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工
作。

县域是农发行履行职能的主阵
地，其政策性资金具有利率低、期限
长的优势，能够为全省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投融资工作提供长期、稳定、
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具体支持范围
包括：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新型
城镇化（含整体城镇化、特色小城镇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乡一体
化）、土地整治、改善人居环境、海绵
城市建设等；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
中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主要是水、电、路、气、热等基础
设施建设；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文
化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小型集贸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生

活超市等便民商业设施建设；污水
污泥处理、垃圾处置、水生态与水环
境治理等环境设施建设；其他公共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等相关建
设内容。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为充分发挥
政策性金融对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支持作用，确定了融资模式，主
要包括政府购买服务融资模式、政
府授权公司自营融资模式、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农
发行河南省分行为充分发挥政策性
金融作用，针对全省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专门成立金融服务小组，并要
求各市分行成立相应的服务机构，明
确工作职责，开辟绿色通道，全面服
务于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投融资
工作。对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和扶
贫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可使
用PSL贷款利率，其他项目融资实行
低于当地利率水平的优惠利率政
策。对符合国家政策条件的建设项
目实施主体可提供重点建设基金，用
于补充项目资本金不足部分。③5

□本报记者 李铮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孙风雷

“今年我继续申报科普推广先锋
岗，承诺与贫困户黄胜安结帮扶对
子，帮助他发展晚秋黄梨！”62岁的
刘增华是新野县上庄乡邓庄村无职
党员，是群众公认的果木种植“老把
式”，他说，我人老心不老，也要争取
当好群众脱贫攻坚路上的先锋官。

“我今年继续申报外出务工信
息服务岗，帮助大伙外出务工。”2月
20日，73岁的老党员郭山众正在进
行党员先锋岗竞岗演说时，他的手
机响了。电话是该村贫困户郭士波
打来的，询问外出务工相关消息
的。春节后郭山众已帮多个群众介
绍工作。

在脱贫攻坚中，新野县根据农
村无职党员年龄结构、文化程度、
技术特长等特点，按照“突出主题、
因事设岗、因人设岗、自主择岗、划

片定点、就近就便”的原则，设定政
策宣传、民事调解、治安巡逻、自富
带富、保洁护绿等20多个党员先锋
岗，引导、激励广大农村无职党员
认岗、领岗，承诺、践诺，在服务群
众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创先争优、展
示风采，争当群众脱贫攻坚路上的

“先锋官”。
新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

玉鉴介绍说，为充分发挥无职党员
先锋岗作用，该县探索建立了以依
需设岗、党员认岗、支部定岗、公开
承诺、民主评诺、考核促诺为主要内
容的农村党员定岗践诺“六步工作
法”，每年年中、年底组织群众分别
开展一次评议活动，评议结果按照
绿色（好）、黄色（一般）、红色（差）三
个档次，在“三亮三评”公示栏内公
示。目前，在该县 270个村级党组
织中的 13100 余名农村无职党员
中，有9500余人通过设岗定责在脱
贫攻坚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③4

去年全省食品抽检合格率
达97.9%

我省启动出生缺陷救助试点项目
患儿最高可获1万元救助金

农业政策性金融
支持我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新春走基层

▲2月 22日，漯河市源汇区食品安全监
督大队的志愿者来到大刘镇前陈村，为种植
有机小麦的村民提供技术支持。⑨7 王铮
尤亚辉 摄

◀2月 23日，滑县桑村乡绳马厂村养鸡
专业户正在给雏鸡喂饲料。该县畜牧局积极
与各大专业食品集团牵线搭桥，解决了养殖
户家禽销售问题。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新野近万名无职党员认领“党员先锋岗”

争当脱贫攻坚路上的先锋官

最好的新年礼物
□本报记者 孟向东

2月 22日，记者来到了
滑县白道口镇冯村，想看看
省体育局给该村捐赠的一
套健身器材的使用情况，没

想到却有了更多的收获。
中午，村党支部书记孙桃磊陪

着 记 者 来 到 村 里 的 文 体 活 动 广
场。这里本来是村中间的一个存
在了上百年的大水坑，由孙桃磊牵
头，集资 20 多万元，把大坑垫平，
搭起了一个大戏台，既可以开会，
又可以演戏、放电影，成了村里人

气最旺的一个地方。戏台前面的
一大块空地，一半成了乒乓球场
地，另外一部分就成了篮球场，安
装着两个篮球架，这都是省体育局
捐赠器材的一部分。

村民李田正和几个老哥儿们在
篮球场上打得热火朝天，抢篮板，
三步上篮，再抢，跳投，防守，虽然
动作显得很业余，但个个全身心投
入，根本看不出这是几个 60出头的
老汉。

在文体广场旁边，有十多台健身
器材，有跑步的，有锻炼腰腹、上肢、
下肢的，功能各异，颜色鲜艳，在春节

前刚刚建成。村民孙大娘一边坐在
一个综合器械上锻炼着腿部力量，
一边和几个大姑娘、小媳妇有说有
笑。她说：“这些东西正好就摆在家
门口，吃完饭来耍一会儿，出点汗，
睡觉也睡得香。都说春节兴送礼，
今年政府给我们发的这些东西，比
啥礼物都强。”

村委会主任孙双九说，新年的新
鲜事远不止这些。春节前夕，该村表
彰了村民评选出来的“五好家庭”“好
儿媳”等先进，既有口头表扬，还有物
质奖励。微波炉、电饭煲、蚕丝被等
都让那些获奖者满面春风地搬回了

家。而购买这些奖品的钱，都是村民
孙茂森赞助的。

新年更有新气象。孙桃磊透露，
村里的美化绿化工作马上就要开始，
还要改建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力争
让村容村貌来个大改变。“明年春节
你再来看吧，肯定比现在更漂亮。”
而从该村考上厦门大学的刘占江也
是公认的“能人”，他的想法更新潮，
目前他已经注册了两家公司，联系
了客户，准备通过互联网把该村生
产的无公害粮、油、菜等销售出去，
增加村民的收入，使他们早日脱贫致
富。③6

雪夜巡线
响起生日歌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姬文慧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当稚嫩的声音从手机微信里阵阵传来，
河南电力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员工
孙超冻得发红的手不禁颤抖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晚上9点多了，孩子实在等
不及他回家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向他
表达生日祝福。

2月 21日，当黄色的电力抢修车停
在郑州荥阳地区500千伏马嵩线旁时，
空中骤然飘起了大雪，霎时间风雪弥
漫。孙超和同事陶留海、尹飞深一脚浅
一脚地沿着曲折的小道慢慢向输电线
路方向挺进。

马嵩线并不长，但下雪天巡视起来
可不容易。他们穿着绝缘鞋踩在雪地
上，冻得脚趾发麻，还要用望远镜仔细
观察线路上有没有覆冰，并做好记录。

“超，你去检查一下接地引下线。”陶
留海示意孙超对铁塔覆冰情况进行检查。

孙超用眼睛快速扫了一遍，然后摘
下手套，拨开覆盖在接地引下线上的雪，
观察有无出现锈蚀情况。孙超说，这些
铁塔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哪
天不来看看，他还真有点放心不下。他
在这些铁塔之间已经行走了将近10年。

当天巡视完线路已经是晚上11点
多了，雪还在下。走到小区楼下，看到

家里的灯还亮着，孙超知道妻子还
在等着自己，无论多晚……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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