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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雯 通讯员 郭凯民

5月 22日，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承担的我省2017年十件重点民
生实事之一“免费产前筛查”培训班
在该院启动，该项目预计将在6月底
之前正式启动。

在我国，每 30秒就有一个缺陷
新生儿出生。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
报告》数据显示，作为出生缺陷高发
国家，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为
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病例高达
90万例，因出生缺陷每年造成的经济
损失超过 200亿元。出生缺陷已成
为威胁新生儿健康的头号“杀手”。

为了提高人口素质，让更多家庭
拥有健康的孩子，我省于今年4月公
布的2017年全省十件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了要实施“免
费开展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
疾病筛查”，即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在全省范围内免费对早中期孕妇开
展一次血清学筛查和一次四维彩超
筛查，对新生儿开展苯丙酮尿症、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听力筛查。

如今，这项惠及民生的好事是否
落地、成效如何？据省卫计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项目主要承办单位包括
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以及郑大三
附院，目前三家医院的各项培训工作

都在加速推进中，群众将很快享受到
这一实事的成果。

作为该项目的承担者之一，主要
负责区域为新乡、安阳、鹤壁、许昌、
濮阳、开封6个省辖市及长垣、滑县、
兰考3个省直管县的郑大一附院，已
于5月3日在省内率先启动了相关培
训，预计5月底前将完成所有培训工
作。

“预防出生缺陷工作的重点，是
要提升群众对孕、产前筛查的了解与
重视，倡导公众主动进行孕、产前优
生健康检查，从源头做好预防工作。
而产前筛查是预防出生缺陷的重要
手段，基层正是薄弱区域。”郑大一
附院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孔祥
东表示。

如何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政府的
健康红利？郑大一附院产科主任医
师赵先兰介绍，政府买单为群众免费
进行产前筛查是好事，但仍会有不少
人有顾虑，比如许多农村的孕期妈妈
担心筛查有风险等问题，这就是对产
检知识不够了解，筛查一般通过检测
孕妇的血液就能完成，不会对胎儿有
影响。“只有我们的技术人员真正把
工作做到位，宣传到位，让群众深入
了解，愿意参与进来，一起降低新生
儿缺陷率，才能实现政府为群众办实
事的初衷。”赵先兰说。⑥9

□本报记者 杨万东

中招季来临，牵动着千万家长和
学生的心。近日，郑州市教育局公布
今年中招政策。与 2016年相比，今
年郑州中招呈现出五大变化。

变化之一：郑州市区第一批次两
个志愿必须填满。进行中招志愿填
报时，考生可以选择填报其中的一批
或几批学校志愿。面向郑州市区招
生的第一批次设置两个学校志愿，考
生都需填报，且两个志愿不能为同一
所学校。

变化之二：省提前批次新增校园
足球实验班。今年，省提前批次为面
向全省招生的空军航空实验班、海军
航空实验班、宏志班、理科实验班、国
际班、校园足球实验班和民办普通高
中。其中，校园足球实验班是“新面
孔”。

变化之三：郑州市区第一批次录
取学校新增1所。与去年相比，今年
面向郑州市区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
增加1所，系郑州七十四中。加上之
前的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一中、郑
州二中、郑州四中、郑州五中、郑州回
中、郑州七中、郑州九中、郑州十一
中、郑州十二中、郑州十六中、郑州十
九中、郑州四十七中、郑州外国语学
校、郑州101中学、郑州106中学、郑
州中学、郑州市实验高中、郑州龙湖
一中、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今年面
向郑州市区第一批次录取学校共有
21所。

变化之四：民办普通高中跨省辖
市招生，不得录取低于生源地最低控

制分数线以下学生。2017年，继续
安排民办普通高中跨省辖市招生计
划（不超过当年招生计划的20%），统
一安排在面向全省录取批次，但不得
录取低于生源地最低控制分数线以
下的学生。

变化之五：接收分配生学校新增
1所。接收分配生的学校为：河南省
实验中学、郑州一中、郑州二中、郑州
四中、郑州五中、郑州回中、郑州七
中、郑州九中、郑州十一中、郑州十二
中、郑州十六中、郑州十九中、郑州四
十七中、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 101
中学、郑州中学、郑州市实验高中、郑
州龙湖一中、郑州七十四中。其中，
郑州七十四中系新增加学校。

据了解，按照规定，分配生须具
备以下条件：①具有郑州市区常住户
口，在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注册学
籍，在学籍注册学校就读，初中阶段
综合素质总评为合格等次以上的应
届初中毕业生。②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父母一方有合法职业和稳定
住所(含租赁)，且在郑缴纳社会保险1
年以上（含1年），在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注册学籍，在学籍注册学校连续
就读3年，初中阶段综合素质总评为
合格等次以上的考生。

分配生政策只对第一批次录取
学校的第一志愿学校有效。分配生
可享受的政策为：在该校录取分数
线下 50分的区间内，且不低于郑州
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按
照该高中在其初中的分配生计划和
第一志愿报考情况，从高分到低分
录取。⑥9

为新生儿
撑起健康保护伞

2017郑州中招五大变化

□本报记者 黄晖

乔熛1949年生于河南洛阳，父亲在
铁路系统工作。1961年，乔父追随新中
国铁路建设的脚步把家搬到了新疆，却
将 12岁的长子乔熛留在了祖父母身
边。从小独自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的经
历，塑造了乔熛成年后独立、要强的性格
底色，而十三朝古都深厚的民间武术底
蕴，成为他毕生事业的起步之基。

匠之行 执着不息顺势而为

回顾乔熛的执教生涯，不能不说
他赶上了好时候；而更加不能不说的，
是一生对太极拳事业的执着，才让他
在每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成了那个

“有准备的人”。
女儿乔蓓云回忆，父亲乔熛从小酷

爱武术，16岁左右就开始了比较系统的
练习。1974年，乔熛如愿进入北京体育
学院武术专业学习。1979年底，毕业后
在省体校当了两年武术教练的乔熛，开
始执教河南省体工大队武术队。

这一时期，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
在武术领域，《武术竞赛规则》几年内历
经三次修订，竞技武术的改革从雏形期
步入成熟期；也正是这一时期，乔熛从省
体校亲手选拔并带进省武术队潜心调教
的一批苗子，迅速成长，脱颖而出。

“乔指导不但自己一心扑在队上，还
从陈家沟请来陈小旺、陈正雷等高手指
导训练。”乔熛的弟子、现任省太极拳队
助理教练董国兴说。

精心培育之下，是弟子们一连串的
喜人战绩：丁杰、王二平等先后拿下全国

冠军、全运会冠军、中日太极拳对抗赛冠
军、亚锦赛及世锦赛冠军，乔熛的名头，
也在圈内响亮起来。

“所以，1994年底他调进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指
派去澳门体育总署当武术总教练。”董国
兴告诉记者。

1997年 8月，为澳门培养出两个
武术世界冠军的乔熛回到郑大体院，
在任职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主任的
同时，琢磨着“二次创业”——组建河
南省武术青年队。

“那时我们的队员，都是乔老师亲
自去挑。”1999年跟随乔熛组建河南省
武术青年队、现任郑大体院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系副主任的李远伟回忆，

“早上五点半出操，上午初中文化课，
下午训练，乔老师的管理和训练方法
对于提高竞技水平很有效，没过几年，
我们的队员就能包揽所有省内武术比
赛的冠军了。”

“乔老师对武术的热爱和执着，到了
痴狂的程度。”李远伟说。

正是这份执着和辛勤，让乔熛吃上
了改革的“螃蟹”。郑大体院党委书记
魏真介绍，2002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
的意见》，体育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河
南省体育局随后出台了“省队院办”“省
队市办”等几条设想，基本出发点是在
市场经济环境下，让更多的社会主体投
入省级运动队建设。乔熛挂帅的河南
省武术青年队由于成绩出色，在此次改
革中顺利“升格”，成为河南省太极拳队
的骨干力量，乔熛也成为省太极拳队主
教练，在改革的大潮中，吃了“省队院
（郑大体院）办”的第一只螃蟹。

匠之心 呕心沥血琢璞成玉

与乔熛对太极拳事业的执着相
伴的，是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责
任心。

郑大体院院长张绍通给记者讲了段
往事。2005年是全运年，本来春节只有
一天假的乔熛请假赴乌鲁木齐探望病重
的父亲，结果初三刚踏上归途，老人就病
故了。当乘警的弟弟在哈密追上了大
哥，想让他回去。

“我爸最终没回去。他在车站冲着

爷爷所在的方向跪下，流着泪磕了三个
响头，然后毅然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因
为家里还有十几个队员，全运会预赛即
将开战。”乔蓓云回忆说。

为了这班弟子，乔熛真是操碎了
心。弟子们的回报，当然是一次又一次
斩金夺银。

省太极拳队队员、全国冠军张振兴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教练为了帮自
己减体重，天天陪自己加练乒乓球。“那
段时间马建超他们都去国家队了，乔指
导就带我一个人，为了给我打气，他总说

‘国家队咋了，教练还是我学生呢’。那
年我成绩提高很快，拿了全国冠军。”张
振兴告诉记者。

“你要是在训练时失误，那就别想走
了，练不好不算完，有时候早上五点半他
会喊你起来，说的还是‘昨天那个动作怎
么会失误呢，我一晚上没想通’！”省太极
拳队队员马建超说。

多次在全国锦标赛上夺冠的马建
超，2013年9月3日在第十二届全运会
上，因为裁判因素，以0.02分的微弱劣势
屈居亚军，而当时刚刚做完胆囊肿瘤手
术5天、强撑病体赶到沈阳的乔熛就在
场边。弟子的遗憾，也是他的终身遗憾。

“5月份体检就发现胆囊长东西了，
但他为了备战全运会把手术推迟了，后
来复查发现发展太快，才不得不在全运
会前做了手术。”魏真告诉记者，“手术之
后我每次去看他，他跟我说的都是‘我好
了之后要带队再打一届全运会’之类。
对于疾病和生死，他很豁达。”

乔熛最终没能再回到他无比牵挂的
全运会赛场。

2017年 4月 29日，即将进入弥留
之际的乔熛，仍在向前来探病的弟子
侯雯叮嘱着什么。此时的他坐在轮椅
上，形销骨立，曾经70公斤的体重只剩
不到一半。

“听不清具体说什么，但‘太极’、‘传
下去’之类的话肯定有。有那么一小会
儿，他在努力地睁眼，眼神放光，我都觉
得那个站在场边大睁着双眼吆喝我们训
练的教练又回来了！”已是郑大体院教师
的太极拳、八段锦全国冠军侯雯回忆至
此，潸然泪下。

几个小时之后，乔熛走了。家人为
他穿上了一身运动服，因为乔熛说过，希
望自己走时“像个教练”。

匠之魂 立德树人桃李芬芳

乔熛有多少弟子？没人能准确回
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弟子“谱系”
枝繁叶茂、遍布海内外，很多人发展良好，
成为同侪翘楚。比如当年的全国九连冠
丁杰，旅居日本教出来的徒弟都是冠军
了；而曾经拿遍全国、亚洲乃至世界赛事
太极拳冠军的王二平，如今已是广东省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忆及恩师，王二平
写道：“乔老师总是教导我们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从小树立为国争光的信念。”

王二平的回忆，印证了魏真对乔熛
武德教育的肯定：“十几年来，太极拳队从
来没有因为打架斗殴给学校抹过黑，这可
不容易，体院里学武术的孩子，难带。”

国家级武术裁判黄淑杰也曾是乔熛
的弟子，在她眼中，赛场上的乔熛是一个
公正坦荡、敢于坚持原则的君子，“乔老师
作为知名教练和国家级裁判，会经常担任
各种赛事的仲裁主任，他凭独特的见解和
公正的立场服人。而且，他对武术的热
爱，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公正而改变”。

言传、身教，乔熛教化弟子的诸多努
力，在“立德树人”成为高校教育中心环
节的今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魏真向记者感慨：“普京参访少林
寺、上合组织峰会、西藏自治区成立纪念
庆典，很多大型节庆展演都有我们的太
极拳队参与，为什么？因为这支队伍的
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叫人放心。马建
超、侯雯他们跟着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到南美洲，跟当地人交流、展演，反响
非常好，说明他们出了国门就是合格的
太极拳形象大使。太极拳队不止为郑大
体院增加了办学亮点，带来了全国性的
影响，也是立德树人的典范。所以他
2009年退休时，体院返聘了他。”

据郑大体院统计，乔熛在内地执教
期间的弟子丁杰、王二平、毕树军、马建
超、张振兴、侯雯等共获得过36个全国
冠军、6个亚洲冠军、1个世界冠军，乔熛
本人则5次获得河南省政府记大功和一
次通令嘉奖，并入选河南省体育局世纪
（1908~2008）十佳教练员。

乔熛走了，留下对老伴儿再也无法兑
现的承诺：“退休后好好出去转转”。但作
为一个教练，他用执着敬业、精益求精的
执教生涯，完美诠释了工匠精神。⑥11

一个太极拳教练的“工匠精神”
乔熛走了，作为省

太极拳队总教练，在他
身后，是弟子们满满的
感激和思念，是领导的
肯定和痛心，是同事、同
行的赞许和惋惜……仔
细聆听之后你会发现，
这一切所勾勒出的，不
正是如今全社会都在大
力提倡的工匠精神么？

□本报记者 史晓琪

真草隶篆诸体兼备，娟秀豪放各
有千秋。郑州大学书法学院 2017届
毕业生书法作品展（右图）正在郑大新
校区举行，师生44人的近百幅作品吸
引了不少书法爱好者的目光。

这个看似普通的书法展有着别样
的意义。它是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成立
后的首届毕业生书法展，在展示我省
书法教育最新成果的同时，更彰显着

“中原书风”后继有人。

书法教育开新篇

2016年 11月 5日，郑州大学书法
学院正式成立，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海出任首任院长，
掀开了郑大书法学科发展的新篇章。

全国综合性大学中，实现书法学
科方向本、硕、博全面招生，并成立书
法学院的高校，郑大是第一所。这里

的师资团队可谓星光熠熠：院长、首席
教授张海是当代中国书法的领军者；
全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田是全国
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在职教师中，有3
名是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中国书
法兰亭奖获得者。

今年，郑大书法学院将扩大招生
规模，计划招收80名本科生。省教育
厅相关领导表示，书法作为一门深具
民族特色的学科，对发展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家正
在实施“双一流”战略，我省出台多项
措施引导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
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作为郑州大学
的特色学科，郑大书法学院应乘势而
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中原书风”后继有人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我省作为书法大省、书法强省，不
仅形成了大气、豪迈的“中原书风”，还

涌现出了陈天然、王澄、张海、宋华平、
吴行、米闹等书法名家。张海连任两
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更是将河南
书法带上顶峰。

郑州大学书法学院的成立，不仅
能为“中原书风”培养更多后备人才，
也可以弥补我省书法在理论研究和学
术方面与北京、上海等地差距较大的

短板，提高我省书法理论研究和学术
水平，增强书法创作的后劲。

书法展上，毕业生代表胡斌激情
满怀：“老师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
让我们懂得了对经典的崇敬、对专业
的重视、对学术的敬畏。我们将秉持
继承与创新的精神，在书法之路上执
着走下去。”⑥9

书法教育为“中原书风”添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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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21日，全国铁人三项联赛
暨全国冠军杯赛在睢县隆重举行，为了给
这场全国赛事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睢县供电公司结合城区电网状况，合理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制订了详细的保供电方
案。该公司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检查
组，提前对所辖供、配电设施进行巡查，对
比赛现场、宾馆的专用变压器、变电站一、
二次设备、低压线路等进行全面细致的专
项特殊巡视检测，开展地毯式排查，查找设
备缺陷，消除安全隐患检修；及时对可能出

现的用电超负荷和电网运行中可能出现的
故障和缺陷进行处理；比赛期间，定人、定
线、定杆，电源可以随时切换，比赛现场配
备的应急发电机始终处于热启动状态，保
证了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在赛区和赛道上，该公司分别设立3个
志愿者服务站，并组织15名共产党员服务
队成员，在现场做好了后勤保障，为比赛选
手和观赛群众提供水源、毛巾、冰块等解暑
降温物品，彰显责任央企良好社会形象，确
保赛事圆满完成。 （王文君）

睢县供电公司：倾情服务全国铁人三项赛

5月 10日，河南“福彩扫码送福利，手机
大奖‘码’上拿”回馈活动开启，受到广大彩民
欢迎，并积极参与。5月19日、22日上午，第
4、5期抽奖活动如期进行，在黄河公证处以
及省福彩中心相关部门的共同见证下，先后
共140名幸运者脱颖而出。目前，抽奖活动
已进行5期，共送出350部手机。

对于中奖彩民，河南省福彩中心将通过“豫
彩通”对注册用户进行推送通知，同时，也将通过
客服电话通知。此外，中奖者应在3天内登录系

统，根据要求登记身份信息，并在抽奖结束后30
天内完成奖品领取，若超过30天，视为放弃。

同时，回馈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活动截
至6月1日，河南福彩将累计送出700部华为
P9手机。据了解，活动期间，只要购买双色球、
快三、3D、22选5、七乐彩单张彩票20元（含）以
上，就可通过“豫彩通”APP，注册并参与“电脑
票二次抽奖活动”，在有效期内，扫描彩票票面
上的二维码即可参加。抽奖日期为双色球开
奖次日，每周抽奖3次，每次送出70部手机。

河南福彩“购彩扫码赢手机”第4、5期抽奖结果出炉

欢度“520”，商丘福彩“刮刮乐”彩票来助

兴！5月 20日，民权县41640342号投注站传

出中奖喜讯，该站刮中刮刮乐“桃花源寻宝”

票种头奖，喜获奖金 40万元。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该票种自上市以来商丘中出的首注

一等奖。

据了解，李女士是自己经营投注站的，中

奖彩票是李女士无意间刮中的。中奖当天，她

和爱人吵了几句嘴。当时，为了化解小两口的

矛盾气氛，李女士自己随手拿了一张刮刮乐刮

了起来，没想到就这么一刮40万元大奖出现

了，李女士自己都不敢相信能中大奖，马上给

市场管理员联系，又一次确认之后才相信自己

真的中了大奖。5月22日一早，一对中年夫妻

肩并肩来到商丘市福彩中心兑奖。兑奖后李

女士激动地说：“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自己中

奖这事儿是真的，感觉就像做梦似的，因为这

份惊喜实在是来的太突然了！”

“520”为商丘福彩投注站业主带来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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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电话：0371-65796126

65796127

传真：0371-65796121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