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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5月30日电 记
者从河北省文物部门获悉，雄安新区
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雄安新区联
合考古队近日都已成立，雄安新区文
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

联合考古队由5个考古调查队、1
个地面文物调查队、1个战国燕南长城
文物调查队和 1个遥感考古队组成，
由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统一编队，
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等单位参与。

位于容城县晾马台乡南阳村的南
阳遗址面积达42万平方米，有专家学
者认为南阳遗址可能是战国时期燕中
都所在地。据悉，联合考古队 5月 28
日正式启动对南阳遗址的考古勘探工
作，预计明年 2月完成调查、勘探，并
完成500平方米的发掘任务。

此外，根据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安
排，今年7月将完成200平方公里的野
外调查，8月完成考古调查报告整理与
编写，并组织专家对考古调查成果评
审和验收。明年3月底完成雄安新区
文物调查专题报告。

本报讯（记者 吴烨 孟向东）5月
28日，“2017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
活动在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黄河水域隆重举行。在5万现场
观众的助威声中，3980名“泳士”从湿
地公园的三河广场出发，游至山西省平
陆县太阳渡码头，游泳长度约1300米。

据介绍，本届横渡母亲河活动由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游泳协会、省体育局和三门峡市“一
节一会”组委会主办。来自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澳大利亚、西班
牙的172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三门峡市自 2010年成功举办横
渡母亲河活动以来，共吸引了包括澳
大利亚、西班牙、韩国、新加坡和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3.5万余名
游泳爱好者参加。该活动先后4次荣
获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殊荣，已成
为全国公开水域知名度最高、参与面
最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公开水域群
众性游泳横渡活动。③7

□本报记者 尚杰

救助特困孩子，她成了100多名孩
子的“爱心妈妈”；设置“爱心茶摊”，她
免费为游客、环卫工人、的哥供应茶
水……5月24日，2017全国“最美家庭”
揭晓，开封市民焦晓颖家庭榜上有名。

每个到过焦晓颖家的人，都会惊
讶于她家卧室里摆放的一排两层通
铺。十多年来，虽然她曾搬过几次家，
但通铺却始终是家里不可缺少的一道

“风景”。
1996年，开封市妇联在全市号召

爱心人士每年资助一个特困孩子上
学。听到这个消息，焦晓颖立即与丈
夫普正亮一起来到市妇联。两人翻阅

了厚厚一沓特困儿童情况登记表，很
快就在 20多个特困女孩的名字前打
了钩。

看到工作人员惊讶的表情，焦晓
颖当即表态：“只要是我打过钩的，我
们都认！”实际上，当时焦晓颖开了一
家小花店，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夫妇
两人平日里省吃俭用，但对于救助孩
子，两人都非常慷慨。

从此，焦晓颖家里就热闹了。每
逢周六、周日，她家就多了一群来自农
村小学的女孩。为了让孩子们有住的
地方，焦晓颖夫妇腾出家里的一间卧
室，摆放通铺。晚上，焦晓颖坐在通铺
旁边，会仔细询问孩子们学习和生活
情况，给她们讲童话故事，直到孩子们

进入梦乡。白天，焦晓颖会带孩子们
洗澡，给孩子们做可口的饭菜。每个
周末结束，她都累得身体像散了架。

就这样，一批批的特困孩子走进焦
晓颖家，在通铺上“安家”。据焦晓颖介
绍，她和丈夫救助过的特困孩子有100
多名。她家里的通铺给孩子们留下了
最温馨的记忆。现在，这些孩子很多都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普遍好转，
特困孩子的数量明显减少。焦晓颖也
有了新的爱心之举。包公湖是开封市
一个重要的观光旅游点，人流量很
大。从2011年春天开始，在包公湖南
岸附近经营茶庄的焦晓颖，又设置了
一个“爱心茶摊”。一年 365天，这个

茶摊会根据时节变化供应铁观音、信
阳毛尖、碧螺春、大宋花茶等各种茶
水，从早上 6点持续到晚上 10点，分
文不取敞开供应。6年来，这个“爱心
茶摊”的影响越来越大，外来游客、环
卫工人、晨练老人、出租车司机……到
此喝茶的人络绎不绝。

如今，已经是开封市政协常委的
焦晓颖，还在不停为改善农村小学薄
弱办学条件奔波着。而丈夫普正亮，
一名从部队转业、在公安战线奋战20
年的干警，则一直默默地陪伴在妻子
左右，无条件地支持她的爱心之举。

“获得‘最美家庭’的荣誉，对于我们来
说是个激励。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帮助
他人、奉献社会。”夫妻俩说。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5月 27
日获悉，日前郑州市卫计委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综合监管的通
知》，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医德
医风建设、强化执业自查自纠等 6个
方面加大医疗机构综合监管力度。

通知明确要求，本月 30日前，郑
州市二级以上（含二级）医疗机构应将
法制监督科设置到位，并将科室设置
情况报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综合监
督处（科）、政策法规处（科）及卫生计

生监督机构。据了解，法制监督科负
责对医疗机构内的法律法规落实情
况、依法执业情况定期进行自查，每月
自查1次，每两个月上报1次；针对违
法行为，随时发现、随时报告。具体职
责为：列席医院重大决策集体会议，做
好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制度的合法性
审查；定期开展医疗卫生规章制度、技
术操作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业
务科室落实相关医疗规章制度和规
范，并及时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等。③4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最近，正阳人的朋友圈中一张照
片火了。照片上，一位中年女子身穿
印有“脱贫”“致富”字样的T恤衫，笑
容灿烂地在贫困户家中走访。她被称
为正阳“最美扶贫女干部”。

5月 24日，记者见到了照片上的
主人公——正阳县汝南埠镇阮洼村扶
贫干部袁珍。她个子不高，随意扎着
马尾，五官端正、清秀。提起T恤衫，
她羞涩地笑了，“那是女儿在母亲节送
的礼物。”作为镇妇联主席，她在县城
最东边的阮洼村驻村扶贫，坐公交车

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她的丈夫陈
辞，2015年 9月到陡沟镇常闵村担任
第一书记，这个村在县城最南边，去一
次至少两个半小时。

夫妻俩都驻村扶贫，15岁的女儿
只好让爷爷奶奶照顾。“原先的时候，
我做饭，他洗碗，每天变着花样给孩子
做好吃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可现在
我们‘劳燕分飞’啦。”袁珍开玩笑地
说。她一般周六晚上回家，周日回村，
陈辞每月回一次家，女儿一个月也难
得同时见到爸爸妈妈。

袁珍回忆，有一次女儿对她说，妈
妈，我要能经常吃上你做的饭就好

了。女儿今年考高中，体育会考的时
候，别人都是父母陪着，她和丈夫却在
驻村，女儿一个人参加了考试，提起这
件事，她有点难受。

今年母亲节，懂事的女儿网购了
带有“脱贫”“致富”字样的T恤衫送给
妈妈，含着泪对她说：“妈妈包的村脱
贫了，我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爸爸包
的村脱贫了，一家人就能团圆了。”穿
着女儿送的衣裳，袁珍干起工作来分
外有劲。

阮洼村目前有32户贫困户、81名
贫困人口，每家的情况袁珍都很熟
悉。邢围孜村民组的余新霞得了乳腺

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高昂的医疗费
让全家犯了愁。袁珍知道后，通过县
妇联把情况上报到市里，争取到一万
元的“两癌”救助，并发动亲朋好友捐
款，帮助余新霞家渡过难关。

“原先我花钱大手大脚，买菜从来
不还价，现在不一样了，总是货比三
家。”袁珍打趣自己。有次去省里看
病，舍不得买卧铺车票，“硬座来回能
省不少钱呢，可以给病弱的老奶奶买
袋面，还能资助患病的李大哥家买一
季种花生的肥料……”

朴实的话语，字字暖心，在群众眼
里，袁珍越看越美。③4

她是100多个特困孩子的“爱心妈妈”

大爱筑成“最美家庭”

正阳“最美扶贫女干部”走红

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启动

3980名“泳士”横渡母亲河

郑州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将设法制监督科

本报讯（记者 宋敏）“最近几年，家
乡发展挺快的，尤其是产业集聚区，入
驻了不少有实力的大企业，我觉得回家
就业也挺好的。”近日，在濮阳市人力资
源市场举行的产业集聚区企业大型公
益招聘会现场，即将从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的小张告诉记者。

为帮助更多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
就业，近一个月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联合省教育厅举办的“2017年河
南省产业集聚区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岗
位对接洽谈活动”，在全省各地集中开
展，初步统计共举办揽才活动 100多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0余万个。

在不少招聘会现场，大学生对产业
集聚区用人单位表现出浓厚兴趣。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产业集聚区
企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与前几年相
比待遇更稳定，个人发展机会更多，以往
大学生就业普遍热衷扎堆中心城市，偏
远地区普遍受冷遇的现象明显改观。”

据介绍，举办产业集聚区企业与
高校毕业生岗位对接洽谈活动，不仅
有利于拓宽高校毕业生择业空间，也
有利于为产业集聚区企业输送、储备
人才，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整体素质，
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产业集聚区招
贤纳士的双赢。③4

产业集聚区企业受大学生青睐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2017年校企合作暨技能文化展示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孙宏龙

近几年来，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不断深化工学结合、坚持培育和弘扬工
匠精神，办学活力不断增强，为配合全
国职教宣传周，构建校企合作办学长效
机制，多形式推进合作办学，充分利用
学院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及就业市场，
彰显学院精神面貌及综合实力，学院于
2017年5月22日至26日举办了以“共
筑职教梦 喜迎十九大”为主题的校企
合作暨技能文化展示周活动。

展示周活动期间，受邀出席活动
的企业有北京联想职业教育集团、郑
州富士康科技集团、德玛吉森精机集
团、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郑州
创新中心、中航工业新航集团豫北转

向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海马郑州汽车有限公
司、河南鸿科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河南中捷通
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郑州市东升
汽车音响有限公司、上汽集团车享家
郑州旗舰中心店、浙江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蓝海新能电动汽车有限公

司、河南科隆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新乡市柏客电
商有限公司、新乡市惠道家汽车技术
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等30余家，共有社
会各界来宾2000余人。

本次技能文化展示活动覆盖了学
校绝大部分专业的实训课程，既是学校
教育教学成果的展示，也是利用已经搭
建好的联合共享平台将校企合作工作
向宽领域、深层次和高水平推进，更是
学生锐意进取、奋发向上、勇于拼搏、展
示技能的一次好机会，同时也给学生提
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向社会
充分展示了学校近 40年教育教学改
革、发展的丰硕成果，集中展现了学院
全体师生的精神面貌，让全社会了解、
体验和参与职业教育，共享职业教育发

展成果。同时让社会、企业、学生家长
全面了解到学校的办学实力，为学生就
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展示周期间，河南省粮食局、河南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新乡市政府
等相关领导共同为河南经济贸易技师
学院揭牌，这是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
新的里程碑，技师学院的设立对于学
院今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提升行业服务能力，拓展为企业
服务范围，不断提高校企合作质量，为
学生提供优质的就业平台，确保学生实
习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多年来，学院
结合预备技师、高级工专业学生特点，
不断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完善合作机
制，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努力
提高合作水平。目前已经和省内外

100余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紧密的企校
合作关系，在“双元制”教学、顶岗实习、
人才培养、技术交流、质量评价与就业
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使教育教学紧跟
时代发展要求，所培养出的高技能人才
符合企业的需求，深受企业欢迎。由于
办学成绩显著，学院先后被评为河南省
示范性技工学校，省、市级办学先进单
位，省级文明单位，河南最具品牌影响
力的十佳典范院校，国家级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奖单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近年来，学院被批准成为河南省
职业教育品牌示范学校建设单位、国家
和河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技
工院校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院校、
河南省职业院校师资培养培训示范基
地。同时，积极争取到中央、省财政专

项资金，以提升、充实学校各项软、硬件
建设，近几年教学实训、实习设备总投
入已达5000余万元，为促进学校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

学院将继续坚持以服务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坚持把工匠精神
元素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用工匠精
神内涵指导教育教学，以工匠精神核
心引领改革发展，促进创新与实践。
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
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
动职业教育发展实现新跨越。充分发
挥省示范性技工院校的示范带动作用
和已有优势，为把学院建设成全国一
流的高等职业技工院校打下坚实的基
础，努力在技师学院新的平台上创造
新的业绩。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揭牌仪式

□曹福川 陶军 摄影报道

5月 27日，洛阳市民政局、洛阳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洛阳市妇联等单位的爱心人士一行30
余人，来到嵩县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了以“庆六一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的系列爱心活动，并为山
区留守儿童送去了书本、文具、服装等物品。⑨6

▲志愿者为孩子们捐献衣服
◀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爱心进深山 留守不孤单

5 月 26 日，
郑州铁路局举行
集体婚礼，46对
新人在亲友的见
证下，走进婚礼
殿堂。这是该局
5年来举行的第8
次集体婚礼。图
为一对对新人拍
摄以火车为背景
的婚纱照。⑨6
王铮 徐春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