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健康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想起来真是后怕，差一点上了骗子的
当！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学校招办
的，能给孩子调剂专业，让我赶紧把‘活动
费’打过去，还说时间很紧，等新生开学就不
好办了。正好我儿子被录取的专业不理想，
就慌慌张张地往银行去，幸亏路上给在报社
工作的亲戚打了个电话咨询，要不然就上当
了！”8月1日，提起这事，郑州市民苗先生还
心有余悸。

目前正值高考录取阶段，此时至新生
入学前，是招生诈骗案件多发期。为了使
考生和家长提高防范意识，省教育厅针对
高招诈骗的新套路和老骗局整理出防骗指
南，帮助大家远离诈骗陷阱。

新套路：利用高科技手段诈骗

以“发助学金”为名义的电信诈骗。去
年山东考生徐玉玉遇到的助学金诈骗，不仅
骗走了她9000多元学费，还导致她不幸猝
死，令人唏嘘。以“发助学金、奖学金”为名
义的电信诈骗是近期出现的新招数，不法分
子冒充教育部门或学校工作人员，假借办理
减免学费、补发助学金、困难补助、教育退费
等名义，诱使受害人到ATM机上按其要求
操作，转走受害人卡内现金。

填报志愿APP成诈骗工具。一些高考
填报志愿APP其实是诈骗软件，目的是为
了套取个人信息。考生或家长一旦下载了
这类APP，木马病毒可快速植入手机。

含有木马程序的短信诈骗。犯罪分
子通过伪基站发送查询分数、查看体检报

告的短信，并附网站链接，考生和家长一
旦点开链接，手机就会被木马病毒攻击。
骗子获取关联银行卡的信息后，通过拦截
获取支付验证码，直接将银行卡里的钱款
划走。

对于这些新套路，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
不要轻易点开手机中来源不明的网站链
接。在未核实网站真伪的情况下，不要随意
输入身份证号、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更不
要填写银行卡号、密码以及来源不明的验证
码，收到与录取相关的信息应第一时间与学
校老师核实。

老骗局：利用考生和家长的
侥幸心理诈骗

混淆学历类型诈骗。骗子利用高校办
学形式多样化的情况，故意混淆普通高等教
育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现
代远程教育等的区别，把考生介绍到院校普
通高等教育之外的其他办学形式学习，从中
敛财。

提示：普通高校招生需要通过正规渠道
报名考试、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内部指标”诈骗。骗子宣传“自主招
生”“定向招生”有政策空间，可以想办法、
找关系，承诺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搞到“内部
指标”。

提示：自主招生的考生要参加高校组
织的测试并合格，才能被列入具有入选资
格的考生名单。取得资格的考生在填报志
愿后，由高校按招生章程公布的相关规则
择优录取。

低分“跳档录取”诈骗。骗子自称有办
法让不够一本线的考生录取到一本院校，或
不到本科分数线的考生录取到本科院校，骗
取钱财。

提示：高考录取严格按照划定的分数线
分批次投档，只有考生的高考成绩达到相应
批次最低投档控制线，并填报相应批次志愿
才有可能获得投档录取机会。

交钱上军校诈骗。骗子声称军校招生
有“内部招生指标”“计划外招生指标”，可以
花钱托人找关系上军校，更有甚者编造虚设
招生机构、伪造各种公文实施招生诈骗。

提示：军队院校招生与其他地方高校招
生一样，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定。

伪造录取通知书诈骗。骗子伪造虚假
录取通知书，诈骗考生钱财。

提示：录取通知书由招生高校直接邮
寄给已录取考生，接收录取通知书时无须
向任何人或单位缴纳任何费用。对莫名收
到的录取通知书，首先要上网查询，通过省
招生考试网和高校指定的方式查询确认录
取结果。

总之，避免“招生骗局”最简单、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不走旁门左道，按照正规的高
考录取程序走。⑥4

□本报记者 杨万东

当前，对于无法就读高中的初中毕业
生，中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较理想的选择。
学费优惠甚至免费、就业率高……这些实实
在在的福利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景，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

初中之后有更多选择

“护理专业怎么样？学成后，不愁找不
到单位。”

“咱先记着，再转转。”
一对母女，在郑州市中等职业学校集中

咨询活动现场，认真地讨论着。
7月29日，由郑州市教育局主办的郑州

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咨询活动在郑州市财
贸学校举行。今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录取
划定了最低录取控制线为390分，低于控制
线的学生将办不了普通高中学籍。那么，成
绩没有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还有学
上吗？郑州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中等职业
教育也是一条继续深造学习的良好渠道。

其实，中职教育渐受青睐已成为当前趋
势。咨询会当天，全市共有 34所中职学校
通过技能展示、宣传展板等方式展示了职教
办学特色及亮点，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现场招
生咨询服务，吸引了近千人次学生和家长到
场咨询。每个学校招收的专业也多侧重于
实用技能，比如医学、会计电算化、市场营
销、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烹饪等等。

“中职中专多注重职业教育，在课程安
排上也是理论课与实践课并重，根据不同的

专业，实践课所占比例也有不同。对学生的
职业生涯来说，这些正是他们需要的。”郑州
市国防科技学校校长李京辉说。

据郑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处处长高苑鑫介绍，中职教育近几年呈井喷
式发展。郑州市共有各级各类职业院校
127所，在校生共计 15.03万人。中职学校
围绕主导产业及新兴产业开设了装备制造、
电工电子、财经商贸、旅游服务等 17大类
132个专业，基本形成了特色引领、重点突
出、全面覆盖的高度契合产业发展的专业布
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能型
人才。

中职学校就读优惠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初中毕业生不仅可
通过中职教育继续深造，在就读期间还可享
受多项国家优惠政策。

以郑州市为例，针对中职生的资助政策
主要有三项：国家助学金、国家免学费和郑
州户籍学生免学费项目。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为全日制正式学
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全国连片
特困地区农村籍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国家免学费资助对象为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

对在政府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业
学校就读的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
在校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
业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此外，对在郑州市市属及县(市)、区属中
等职业学校就读、具有全日制正式学籍且未
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的郑州市户籍一、二、
三年级学生免除学费。

人才需求上升就业前景广阔

“我家孩子学文化课确实不行，上个中
专学点实用技能以后也好就业。”今年的咨
询会现场，一名来自平顶山的家长认为，就
业才是孩子读书的关键。

郑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市
高度重视中职毕业就业工作，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专毕业生可
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企业进校园供需见面
会，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由于社会对技术
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在全市年均 10
万余毕业生中，就业率基本处于96%以上。

参加咨询会的不少学校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生源很充足，有些学校的热门专业
已经早早招满。

据了解，去年郑州市中职招生人数达到
6.3万人，完成招生计划的137.53%，超额完
成招生目标；今年，郑州市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计划为4.83万人。“就现在统计的数据来
看，各个学校都不愁生源。”高苑鑫说。⑥4

□本报记者 王平

7月 28日是第七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活动主题
为“消除肝炎威胁，中国在行动”。肝炎是由各种原因引
起的肝脏炎症的总称，相比公众较为熟悉的甲肝、乙肝，
丙肝也是较为常见但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的病毒性肝炎之
一。丙肝病毒隐匿性强，长期潜伏损害肝脏，若不及早治
疗，还会大幅增加患者罹患肝癌的风险。但专家表示，近
八成丙肝患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治愈，防治丙肝需做到
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病毒善“伪装”，筛查需及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超过1.85亿人感染丙
型肝炎病毒,约三分之一的慢性丙肝患者发展成为肝硬化
和肝癌,每年因丙肝相关并发症而死亡的人数高达35万。

尽管国家大力提倡要加强对丙肝的筛查识别，但中
国目前的丙肝筛查率和治疗率仍然较低。据省人民医院
感染科主任尚佳介绍，全国大约有1000万名丙肝患者，
但就诊率不足2%，接受抗病毒治疗者仅约4万人。“这其
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丙肝尚无疫苗可以预防，而且病毒善

‘伪装’，长期潜伏损害肝脏，从而耽误了早期诊断和治
疗。”尚佳说。

据了解，大多数患者在感染上丙肝病毒后没有任何
症状，即便是在感染的急性期也没有明显症状，而且有三
成患者在体检时肝功能检验正常，还有部分患者仅出现
转氨酶偏高，却被误以为是疲劳、饮酒等其他原因引起。

“如不尽早治疗，70%-90%的丙肝患者会逐渐发展成慢
性肝炎，10%-15%的丙肝患者可能在感染后20年左右
发展为肝硬化、失代偿肝硬化和肝衰竭，甚至有1%-5%
的患者最终会发展为肝癌。”尚佳表示。

从传播途径来看，丙肝病毒主要通过性传播、血液传
播和母婴传播。因此，专家建议，有以下丙肝病毒感染的
高危人群都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筛查：1992年以前接受
过输血者和接受器官移植者；维持血液透析者；与他人共
用过注射器者；接受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器械、内镜检
查、侵袭性操作和针刺的患者；静脉内注射毒品者；艾滋
病毒感染者；感染了丙肝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接触过
丙肝病毒阳性血液者；不安全性行为者；使用未经严格消
毒的器具进行文身、穿耳洞、针灸者等。

规范治疗要趁早，近八成患者可治愈

丙肝与乙肝不同，假如仅仅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转
氨酶正常，肝脏病变轻微，可暂不治疗，只需要定期随访
和观察。但丙肝则恰恰相反，一旦感染，它对肝脏的损害
就会持续进行。尚佳特别提醒公众：“无论病人有无症
状，无论转氨酶是否正常，只要体内携带了丙肝病毒，就
应尽快治疗，不宜拖延。”

由于绝大多数患者对丙肝缺乏了解，一旦被确诊，都
表现出紧张、焦虑甚至丧失治疗信心等一系列负面情
绪。“事实上，丙肝是一种可以临床治愈的疾病，大约有
70%-80%的丙肝患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治愈，因此要
尽可能缩短诊断到治疗的时间，最大限度降低丙肝给肝
脏带来的危害。”据尚佳介绍，对于丙肝的治疗，干扰素联
合利巴韦林是以往标准的治疗方案，但多适用于没有肝
硬化、没有甲状腺疾病等症状较轻的2型、3型丙肝患者，
这一方案疗程最短6个月，最长1年。

“目前新的口服用药已经上市，疗程减半，且见效快、
适应人群广，大大提高了丙肝的治愈率，但由于药费较为
昂贵，且未纳入医保，希望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能够竭
力解决用药问题，让更多丙肝患者受益。”尚佳说。⑥4

“世界肝炎日”关注丙肝——

近八成丙肝
患者可治愈

当前为招生诈骗案件多发期，省教育厅提醒：

高招诈骗套路多，学生家长须防范

高中上不了？中职也很好
透视

“世界肝炎日”当天，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在肝病门诊
举行了义诊及丙肝免费筛查活动，吸引了市民前来咨
询。⑥4 张书豪 摄

7月29日，郑州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集中咨询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⑥4 张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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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鹤壁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大奖

一彩民凭复式票中得582万元奖金

“这是谁啊，这么幸运，中这么大的
奖。”“是啊，早知道我也来这儿买几注福利
彩票了。”7月 28日清晨，在鹤壁市淇滨区
福源小区南门斜对面的一家福利彩票销售
网点门前，一些周边的商户及过往市民围
在这里议论纷纷。这是一家面积仅 30多
平方米的小店，店门也很不显眼。但就是
这么一家小店，于7月 27日晚却中出了一
个奖金高达582万元的福利彩票双色球一
等奖。

中奖的彩票是一张“8＋1”复式票，单
注金额56元。“昨晚我睡得晚，今早开门又
迟。鹤壁市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的同志告诉

我店里出了金额为582万元的双色球一等
奖，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店主王常青说，他
的店开了五六年了，这是第一次中出这么
大的奖。

鹤壁福彩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着各
销售网点的销售情况和中奖情况。7月27
日晚，双色球大奖开奖后，便第一时间通知
了这家销售网点中出了大奖。“除了一等奖
外，该网点还中出了12个三等奖、16个四
等奖。”

据悉，双色球是目前各类彩票中销售
最好、中500万元以上高奖金最多的乐透性
彩票，堪称彩票中的航空母舰。 (吴国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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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孟津县供电公司电力
调控中心综自专业人员对公司
所辖各变电站、供电所通信机房
设备开展测试检查，清扫电源柜
灰尘，及时消除设备缺陷，这是
该公司针对连续高温天气，确保
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的重要举措。据悉，该公司针
对近期电网负荷情况，运维人员
加强对设备的巡视和测温工作，
将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各项参
数指标记录在案，并对数据进行
分析，做到发现异常及时反馈和
处理，避免故障发生，有力保证
了电网和设备的可靠运行。

（刘伟韬）

孟津县供电公司：
深入检查战夏峰

欢迎在《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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