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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万东

天上，是嗡嗡作响的飞行机器人；
水里，是游弋追逐的迷你快艇……这是
郑州一次中小学创客盛会的精彩场景。

如今，创客教育成为教育领域的
新热点。郑州市中小学创客教育从
2015年发展至今，遍地开花，已成为校
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郑州市中小学的创客
水平已接近国际水准”

4月底，郑州市首届创客教育文化
艺术节暨郑州创客教育论坛举行。郑
州市多个中小学的创客团队参与，精
彩纷呈的赛事，让人感受到科技与头
脑风暴的魅力。

此前，郑州市中小学学生创客团
队参加了第四届国际青少年科技创新
设计大赛。其中，仅郑州市第三十四
中学7支参赛队就获得4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1个十佳影片奖。获奖项目
都是创客的前沿项目。

“郑州市中小学的创客创新水平
已接近国际水准。”深圳创客大爆炸联
合创始人李洪刚十分关注郑州创客发
展。而在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创客课
程教研中心主任曹淑玲看来，创客课
程是培育学生创客精神的土壤，是培
养学生创客能力的空间，创客教育是
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方式。

“郑州创客教育已经走
在国内前列”

近年来，“让学生人人成为创客”

的教育理念，已经融入新的教育发展
方向之中。

在郑州市第十一中学，航模、海
模、机器人、无人机，以及信息编程、电
脑制作等活动，学生参与创客教育的
热情很高，校园里刮起了“创客风”。

郑州市第二中学的学生创客打
造的机器人、航模等项目，水准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二七区艺术小学 400平方米的
创客教育基地里，设有专业教室 8
个，开设有机器人、航模、科学探索、
3D打印等课程。学生们在此可以尽
情体验创客。

郑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创客课程教
研中心主任曹淑玲说，“郑州创客教育
已经走在国内前列。之前深圳、北京
等城市先行一步，郑州市后来者居上，
从2015年开始，全市中小学推广创客
教育，现在，每所学校都有创客教育。”

创客联盟和创客基地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去年 12月，郑州市第一家与高
校联合的创客空间——郑州市第十
一中学星火创客空间正式成立，与华
中科技大学飞吧创客空间、郑州创客
空间签订合作协议，开了郑州教育系
统与高校创客教育领域合作的先河;
正在建设的郑州市第八十四中学的
郑东新区创新创客体验展示馆将是
郑州最大的创客展示中心。

目前，郑州市创客课程日臻成熟。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说：“把创
客教育融入各学科的教学中去，从而实
现创客教育课程与国家课程体系的
无缝衔接，培养具有团队意识、动手
能力和创新思维精神的学生。”⑥6

□本报记者 王平

高考，这个承载着太多莘莘学子
记忆的“人生大考”，每当提起，总有
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出生于
1985 年的河南郑州人郑博斐，目前
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告别高考整整 13年，但仍
记忆犹新。

“高考为个人理想开启了一扇大
门，高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但它只
是我们人生中的改变之一。”6 月 5
日，郑博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4 年，延续多年“大综合”模
式的河南高考，实行“文理分科”考
试。这对于理科尖子生郑博斐来说，
正是如鱼得水。然而，经过慎重考
虑,他最终选择了文科，成为全年级
为数不多的“文科男”。

面对周围人的不解，郑博斐十分
坦然。他谈到，高考保证了人才选拔
的基本公平，让很多寒门学子通过努

力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也不
可否认，很多人在填报志愿时，为了
应试忽视了个人兴趣和特长。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那个时候
很多高校都在纷纷扩招，让考生们拥
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他说道。

郑州一中、西安交大、复旦大学，
一路“重点”走出来的郑博斐，认为高
考只是影响他人生道路的一个拐点，
但不是终点。

“对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来说，
一次高考，或许造就了迈向城市与乡
村两种不同生活的差异；一次考试，
或许就是放下锄头到操作电脑的转
变，而如今，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时
代正在终结。”郑博斐说，经历过高考
的人生更加圆满，当前的就业环境为
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
间，以及更多持续上升的通道。“因此，
高考不再是决定成才的唯一机遇，成
败得失不在于一时一地，而在于持续
不断的努力。”⑥6

校园兴起“创客潮”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近年来，河南涌现出一大批在全
国有影响的艺术领域领军人物，尤其
是戏剧方面，名家佳作频出。这得益
于河南为培养艺术人才营造的良好艺
术生态环境。

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名
家推介会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名家推
介会。5月 27日，河南省艺术名家推
介工程——《丑也帅气》杨帅学艺术研
讨会在郑州举行。这是河南艺术名家
推介工程自2011年实施以来，持续推
出的第26位艺术名家。

与往常不同的是，此次推介的艺
术名家并非戏曲舞台唱主角的“生旦”
角色，而是主攻丑行、须生“绿叶”行当
的曲剧名家杨帅学。

人如其名，丑也帅气。杨帅学主
演的戏曲电影《闫家滩》获中国电影

“华表奖”，为河南在此奖项上填补了
空白；主演的《阿Q与孔乙己》三次进
京演出，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为河南曲剧在此奖项上填补了
空白，成为河南曲剧“梅花奖”第一人。

“无丑不成戏”。业内都知道有时
“绿叶”起着戏魂的作用。专家们对此
次名家推介“丑角”给予极高的评价，
认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河南作为文化大
省的高度自信和自觉。同时，他们也
对丑角行当在当前戏曲艺术发展中出
现的人才断层、作品产量低等问题表
示担忧：一出戏曲，如果“绿叶”断档、

“点染不足”，纵使花旦、青衣在台上花
团锦簇，整出戏还是无法春意盎然。
他们呼吁，想振兴戏曲，就不能让丑
角、武生等行当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中国艺术报》社长、著名文艺评
论家向云驹表示，现在，京剧的武生、
豫剧的丑角都面临无人能演的尴尬。
他认为当前应重视丑角这个行当，重

视丑角人才的培养，从而“为往圣继绝
学”。

剧作家齐飞说，丑角是非常难攻
的行当，杨帅学作为丑角的领军人物，
希望他能多带新人，并打造更多叫得
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代表作品。

为了丑角行当后继有人，杨帅学
在5月26日晚的个人专场晚会中现场
收徒9人。他说，工作30多年来，曲剧
早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他十分愿
意做好传帮带，将曲剧艺术发扬光大。

一条培养多领域艺术人
才之路

备受关注的“河南艺术名家推介
工程”，自2011年开始，面向全国全方
位推介我省各个艺术领域的领军人
物，每年推介3—5名各个门类的艺术

名家，近年来陆续推介了李树建、化建
国、范军、陈涌泉等艺术名家。

“这项工程已经成为河南培养艺
术名家的知名品牌，帮助他们走出去，
跟省外的专家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
通。”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表示，下一
步，不仅推介河南本土的艺术名家，从
河南走出去的、在全国各个艺术领域
具有影响力的河南籍名家也将考虑纳
入推介范围，提升河南文化影响力。

除了推出“老将”，我省还多措并
举培养新秀：通过实施河南青年艺术
人才扶持计划、艺术名家收徒等，开办
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灯光等各门类
培训班，培养创作表演、理论评论等多
领域的艺术人才。 我省去年开始实
施的河南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对
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艺术人才进行扶
持。计划每年扶持 1-3人，给予每人

30万～50万元的剧目创作经费，帮助
他们立戏或创作。这项计划的目的是
通过扶持出人才、出精品、出“高峰”。

入选河南青年艺术人才扶持项目
的河南京剧艺术中心演员邢鹏远直呼
非常幸运，“我会好好珍惜这难得的机
遇，好好演戏，为河南争光。”他于2011
年拜著名京剧名家杨乃彭为师，常演
《沙家浜》《红灯记》《刘伯温》等剧目，
凭“刘伯温”一角获得河南文化表演一
等奖。国家一级编剧、著名戏曲评论
家刘连群评价邢鹏远自身条件好，是
可塑之才，河南京剧大有希望。

此外，为加强和改进艺术专业教
育，我省还与中央戏曲学院合作办学，
分别在2009年、2014年设立豫剧、曲
剧本科班，对口培养河南戏剧人才，确
保我省艺术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
人。⑥6

推“老将”育“新秀”促薪火代代传

□本报记者 马雯 本报通讯员 郭凯民

2017年 5月 31日下午5时35分，
当中国第 18批援助赞比亚医疗队的
28名医务人员走出新郑国际机场T2
航站楼，立刻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

一年前，他们离开家人，奔赴万里
之遥的异国他乡，将先进的中国医术
带到这片非洲土地，让更多人拥有健
康。

一年后，他们带着赞比亚人民的深
厚友谊，回到故乡，却将河南医生的精
神和故事永远留在了当地人民的心里。

他们是中国援助赞比亚的第18批
医疗队，也是一支完全由河南医生组
成的爱心服务队。在过去的一年中，
他们用专业的技术和无私的奉献，架
起了一座坚实的中非友谊之桥。

不怕吃苦的“医疗队”

2016 年 4月 29日，由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组队，郑大一附院副院
长苟建军教授担任队长的第18批援助

赞比亚医疗队的28名成员踏上了赞比
亚的土地，在这里开始为期一年的援
助医疗工作。

赞比亚自然条件恶劣，医疗水平
相对落后，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多
发。中国医生在进行手术、接诊病人
时自身也面临一定风险。但对于这支
来自河南的医疗队而言，每个人都不
怕吃苦。“无论多艰苦，队员们凭着过
硬的心理素质挺了过来。”苟建军回忆
起援赞的这一年多的工作，数次落泪。

这一年的坚持也换来了硕果累
累。据统计，第18批援赞医疗队共参
与接诊门诊患者1.2万余人次，完成手
术病例 1500 余例，麻醉病例 1800 余
例，抢救危重病患200余人，开展创新
项目30余项，带教指导学生400余人。

被当地政府授奖的“医疗队”

今年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国
第 18批援赞医疗队被当地政府授予

“五一劳动奖”。这也是中国医疗队首
次被赞比亚政府授予集体五一劳动奖

章及健康大使称号。
在这份尊重和友谊背后，凝聚了所

有队员共同的付出。患了疟疾的4名
队员，病情稍有好转就又走向工作岗
位；产科医生杨蕾把医院当成了家，白
天主刀手术，夜晚支援急诊；麻醉科的
李新锋一天连续为20多个婴幼儿做麻
醉手术，十几个小时几乎不停歇……

在当地人看来，中国医生都是“工
作狂”。在门诊，病人看不完，中国医
生不下班也要继续看病；在病房，中国
医生值班、查房、带教，一样不落，随时
跟当地的医生与学生交流病例。

而中国的医疗技术也让当地人民
开了眼，受了益。中医针灸医师李莉莉
初到当地，推广针灸遇到难题，当地人
怕针怕痛，所以不愿接受针灸。她就一
点点跟病人解释中医原理。如今，当地
喜欢上针灸、拔罐治疗的人越来越多，
而李莉莉的病人中还有在当地工作的
巴基斯坦人、韩国人以及俄罗斯人。如
今，已回到故乡的她有着自己的心愿：

“希望我们的一届届的医疗队员能将中
医针灸在赞比亚发扬光大。”

开创多项首例的“医疗队”

来自中国的医生，不仅带来了先
进的技术和理念，还开创了多项“首
例”高难度手术。

神经外科医生周辉所在的医院是
赞比亚最大的教学医院，由于条件所
限，国内一些普通病例在这里却变得
复杂，但他依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在赞
比亚开展了首例神经外科显微手术。
去年12月，耳鼻喉科医生高长辉曾在
利维·姆瓦纳瓦萨医院实施了第一例
支撑喉镜下手术，让赞比亚电影明星
马普兰伽重获健康。

为了加强交流，医疗队还帮助当地
建立首个“中赞国际远程医疗会诊中
心”。今年3月7日，郑大一附院神经外
科主任刘献志通过远程连线向利维·姆
瓦纳瓦医院的中赞医生首次直播了摘
除病人颅内血管瘤的手术。打破时空
限制，让本地医生“现场”学习远在中国
的医生进行的手术，中国医疗队为当地
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专业队伍。⑥6

在非洲大地撒播生命之爱
——记中国援赞第18批医疗队

“80后”职场人士回忆高考——

成功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

杨帅学主演《医圣传奇》剧照 郑红旗 摄

郑州市中小
学生机器人大赛
上，参赛选手在
用机器人投乒乓
球。 孙宏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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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主任医
师，研究生导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
高血压科主任；河
南省高血压防治
中心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高血压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继发
性、难治性高血压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致力于高血压研究 20 余
年，在治疗疑难高血压、难治性高
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发作性高血
压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2009年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历山大公
主医院高血压科研修，并受邀请在
央视做高血压讲座；主持科研课题
8项，参与国家“十一五”和国家“十
二五”高血压重大项目科学研究，
发表论文 30余篇，专著 10部，获科
研成果6项，发明专利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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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高血压的认知误区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 浩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专家名片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高，知晓率、治
疗率、控制率低，高血压防控工作任重
而道远。然而，长期以来，高血压患者
甚至一些医务人员存在着认知误区，从
而导致高血压的诊疗不规范。下面，我
们就来谈谈常见的高血压认知误区。

一、没有认识到高血压是“沉默的
杀手”。看病就医的一大误区就是凭
感觉，很多人觉得身体没有感觉就算
是没有疾病的风险，殊不知近一半的
高血压患者平时没有任何症状而首发
症状常常是心脑血管并发症。

高血压对机体的损害尤其是对血
管的损害，无论有无症状都是一样的，因
此有人将高血压称为“沉默的杀手”。所
以，无论患者有无症状均应积极采取措
施控制血压，尤其是经非药物（生活方式
改善等）治疗效果不好者，要尽早口服降

压药物控制血压至安全水平。
二、不知道什么是“白大衣高血

压”和“隐匿性高血压”。在诊疗过程
中，一些患者经医生或护士测血压时
会不由自主地焦虑紧张，致使血压升
高并达到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而在家
中自测血压或进行 24小时动态血压
监测时结果均正常，这种情况就被称
为“白大衣高血压”或“诊所高血压”，
这部分人群占高血压总人数的32%。

若无其他危险因素及靶器官损害，
“白大衣高血压”无须药物治疗。但也
有研究提出，这类人的血压较易受环境
影响，日后患高血压的概率比其他人高
2倍，因此建议对他们进行生活和心理
等方面的调整，定期进行血压监测。

而“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正好相
反，这类人群是到医院血压正常但在

医院以外的环境中血压显示较高。“隐
匿性高血压”更容易误诊，建议这类患
者要进行动态血压检测或者家庭自测
血压。

三、不重视高血压的非药物治
疗。非药物治疗就是改善生活方式，
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需要注重并坚持
这种治疗方式。一般情况下，许多患
者仅仅改善生活方式就能达到很好的
降压疗效，并可以减少降压药的用
量。然而，现实情况是，有很多患者甚
至是医务人员轻视这种治疗方式，而
是过于依赖降压药的治疗。

四、认为西药降压会伤肝肾。目
前，临床应用的一线降压西药不但降
压疗效确切，而且长期服用对心脑血
管和肾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人们一旦
得了高血压，一定要找正规医院的高

血压专科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指
导用药，不要被广告误导。

五、认为降压药应间断服、经常
换。断断续续服用降压药是错误的。
目前长效降压药的服药间隔一般是一
日一次，要坚持服用。同时，患者一定
要经常自测血压，根据血压的变化由
医生决定增减药物。如果没有副作
用，不主张经常换降压药，即便更换用
药，也应由正规医院的专科医生制定。

六、盲目相信单方、保健品。民间
传说的许多治疗高血压的单方和保健
品、降压仪器基本无确切疗效甚至还
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因此不可盲目选
用。患者应去正规医院经过高血压专
科医生做必要的检查、评估后，再确定
长期的治疗方案。

七、不重视高血压病因的筛查。

有确切病因所致的高血压为“继发性
高血压”，这类患者约占高血压人群的
20%。大多数患者随着原发病的治愈
血压可以恢复正常或者变得较易控
制；部分病例可被手术治愈，即使不能
手术治愈，也能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
合理药物治疗。继发性高血压如果不
能及时发现及治疗，其致残率及致死
率较原发性高血压均更为明显。因
此，对于高血压患者尽早明确是否为
继发性高血压。

总之，在高血压的防治中一定要
注意以上认知误区，做到规范化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