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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
依婷）9 月 10 日，郑徐高铁开通一周
年。记者从郑州东站了解到，截至 9
月 9 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395
万人次。

今年7月9日，徐兰高铁郑兰段开
通运营，标志着徐兰高铁的全线贯
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徐兰高铁对于扩大陆桥
通道运输能力，加强华中、华北、华东
与西北等区域的交流，增强城市间沟
通的灵活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郑徐
高铁也成为连接长三角经济区和中原
经济区的交通利器。

郑州东站客运科科长何冉介绍，
郑徐高铁开通一年来，郑州东站的枢
纽区位优势愈加凸显，在郑徐高铁开
通前，该站日均发送旅客 3.5万人次，
目前日均发送旅客达6.2万人次。

据了解，随着郑徐高铁的开通，
郑州东站的旅客发送人数频频刷新
纪录：今年春运期间日均发送旅客
5.4万人次，清明小长假期间日均发送
旅客7.2万人次，“五一”小长假期间日
均发送旅客 8.1万人次。其中，4月 2
日郑州东站发送旅客达10.1538万人
次，刷新了该站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最
高纪录。③5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
之甜）9月 8日上午，安阳市东区两馆
广场上人头攒动、彩旗飘扬，安阳市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正式启动。省环保厅相
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并对安阳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提
出要求。

来自全市各县区政府、市直部门、
企业、社会各界职工群众共3000余人
参加活动。林州、内黄、汤阴等县区的
宣传活动也同时启动。

作为“2+2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城市之一，安阳市持续推进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战，全市环境质量得到明显
改善。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安阳环
境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为此，该市
自我加压，提前出台应对举措，全民动
员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

据安阳市环保局负责同志介绍，
该市将把压煤减排、提标改造、错峰生
产、扬尘治理、货车限行等作为主攻方
向，加强联防联控，严格执法监管，强
化督察问责，全面落实专项攻坚行
动。“以往都是‘冬防冬治’，今年安阳
从 9月份就开展全民攻坚行动，不让

‘治污’停留在口号中、文件里。”
据了解，该市“散乱污”企业及集群

将于9月底前全部依法依规关停取缔，
治理散煤、燃煤锅炉、企业无组织排放
等其他工作将在11月1日之前完成。

安钢集团负责人代表市重点企
业向全市人民表态：安钢坚决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冬季污染防治各
项工作部署，加快环保提升项目施工
进度，加强排放排查与治理，加强厂区
环境综合治理，全力以赴，打好蓝天保
卫战。③5

□本报记者 周晓荷

9月 8日 11时 30分，尧山脚下响
起下课铃声。鲁山县尧山镇第五中心
小学的孩子们捧着饭碗冲出教室，在
餐厅前排起长队。先打上饭的忍不住
边走边吃，后面的踮着脚探着脑袋往
前望……这幅画面在做了近 40年乡
村老师的张卿珍眼中格外动人，“山沟
沟里的孩子，终于在学校吃上了热乎
饭”。

这顿热乎饭，得益于我省从2012
年春季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截至今年秋季开学，该计
划已覆盖全省 38个试点县 314万农
村娃。看似简单的一顿营养餐，价值
无法估量。

可喜变化：
从啃干馍到卤面配甜汤

空气中弥漫着豆角炒肉的香味，甜
汤在大锅里翻滚……上午10时许，尧

山五小厨房里，师傅们忙得不可开交。
热腾腾的卤面和甜汤出了锅，打

了饭的孩子们狼吞虎咽。“这个卤面比
俺妈做得还好吃。”六二班学生黎书帆
一边抹嘴一边笑。

尧山五小地处深山，最远的孩子
家离学校近 15公里。“以前孩子从家
带饭吃，好点的是干馍配咸菜疙瘩，差
点的只有馍，有的甚至一饿一天。”校
长赵建伟回忆。

眼前的变化，得益于2012年鲁山
县被纳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国家试点县之一。五年时间，全
县共建起 432所中小学食堂，为山里
娃提供完整的营养午餐。

民心工程：
惠及38个县314万人

鲁山县是我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一个缩影。自
2012年春季学期启动该计划，我省26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国家试

点县纳入其中。
为推动计划落地，我省投入省级

财政配套资金 5.27亿元用于 26个国
家试点县学生食堂建设工作，并通过
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组织
编写《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学生营养与合理膳食指南》
等多种举措协同推进。2016年年底，
宜阳县、台前县等12个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被列入地方试点，并于今年秋
季正式开餐。

数据厚重而温暖：全省38个试点
县 13000多所学校，314万农村孩子
吃上营养餐。通过实施计划，孩子们
身体素质明显提升。仅以计划实施一
年后的贫血率为例，男生贫血率从
13.0% 降 至 10.2% ，女 生 贫 血 率 从
14.0%降至13.3%。

台前县打渔陈镇中心小学校长吕
启良说，从今年秋季开始为孩子提供
的“牛奶、面包、火腿肠”加餐，是贫困
孩子的“奢侈品”，“这项计划带来的实
惠看得见、摸得着”。

加强监管：
让孩子们吃饱吃健康

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在推进中仍存在一定困难：有些
地方责任落实欠缺、已建好食堂的使
用率偏低、资金监管不到位、不能完全
保证每生每天4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
落到实处。

我省鼓励由课间加餐向提供完整
午餐的方式转变。鲁山县教体局卫生
保健科科长王新梅说，“4元钱足够让
孩子吃饱，但运营成本、学校食堂聘用
人员开支等费用也成了学校的负担。”

据悉，目前全省26个国家试点县
中只有固始县解决了该项经费，其他
县只是部分解决或者依靠学校自筹。
鲁山县采取的是“4+1”模式，即在每
生每天4元的基础上，由家长再投入1
元钱，交由家委会管理，用于运营支
出。洛宁县实施中央厨房供餐模式进
行配餐，减少了学校压力。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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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万农村娃吃上营养餐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又是一年教
师节，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礼，让家
长们很纠结，而老师也在为如何拒绝礼
物而煞费苦心。9月10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今年郑州市部分中小学已经通过
节前告知，明确对收送礼行为说“不”。
不少老师认为，孩子和家长的真心与尊
重才是最好的礼物。

9月8日是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的“拥抱日”。“在教师节前，我们已经给所

有学生家长发信息，拒绝送礼行为。”该校
老师阎鑫告诉记者，“孩子们的拥抱是爱
和幸福的表达，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在文化路二小，“美轮美奂”社团的
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制作了100多件
精美发饰，作为礼物送给老师。爱美的
女老师见到精心制作的发卡，笑得合不
拢嘴，当场就佩戴起来。

郑州47中的孩子用“写句话儿送给
您”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爱，郑州市经济

贸易学校的学生志愿者为老师送上写满
祝福的卡片……在金秋校园里，孩子们
用真心表达着对老师的爱和感谢。

对老师而言，原本应当倍感幸福的
教师节，一度因送礼变得有些负担。某
小学班主任李老师告诉记者：“现在这
种情况比以前好了很多，家长们渐渐明
白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是他们的尊重和
孩子们的真心，因为这比什么东西都珍
贵”。③7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康帆 杨振辉）“淅川一高奖励
570万，淅川二高奖励 200万……”
9月8日，在淅川县庆祝第33个教师
节表彰大会上，淅川县政府拿出
1200万元对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和个
人进行嘉奖。

近年来，淅川县始终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县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率达到 100%。今
年，该县一次性补充教师715人，有
效解决了师资不足问题。该县还成
立了德育专班，开展经典教育，把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此外，该县还从政治、政策、生活等
方面入手，建立长效机制，在县内乘
车、超市购物、上学就医、景区旅游
等方面，为教师提供“真金白银”的
实惠，让有德者有“得”。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魏妈妈好，教师节又要到了，
我在远方祝您节日快乐！您教给
我的勤奋执着的精神以及真诚感
恩的处世态度，是我一生受用不尽
的宝藏……”9月8日，武陟县育杰
学校校长魏晓芝收到一条这样的
短信。

每年教师节前，被学生称为
“妈妈校长”的魏晓芝都会收到上
百条类似的问候短信。魏晓芝说：

“如果没有从事教育工作，就不知
道其中的乐趣。这些年来，我越来
越体会到这份工作带来的快乐和
幸福。”

1994年，魏晓芝和丈夫创办
武陟县第一家正规民办幼儿园。

1996年，魏晓芝又创办了该县首
家私立寄宿制小学——育杰学
校。如今，两所学校均成为当地名
牌学校，在校生超过1600人。20
多年的教育生涯，魏晓芝一直在躬
身实践着自己感恩教育、关怀教育
的理念。

每学期开学，魏晓芝都会亲自
给新生上第一节课。她用四幅画，
即“孩子出生时、父母带孩子看病
时、父母陪孩子看书时、父母送孩
子上学时”四个场景和影像视频，
讲述父母抚养孩子的艰辛，让刚入
学的学生学会“感恩”。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
会教的老师；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
尊重和关爱，就不存在坏学生。”魏
晓芝说。

“在魏校长的感召下，除了对

学生关怀关爱外，我们特别注重对
他们进行激励。”六年级老师宝芳
说，学校每个班级都设置有“优秀
学生”“美德少年”“我是小孝星”等
荣誉，使学生由“要我学”变成了

“我要学”，学习上奋勇争先，生活
中团结互助。

育杰学校的老师们都知道，魏
晓芝还经常为学生做病号饭、缝校
服、煮生日鸡蛋，24年如一日，她
想用温暖的细节去感染人，进而达
到教育人培养人的目的。

在魏晓芝心中，教育事业是值
得奉献一生的光荣事业。近年来，
她先后获得“河南省十大教育新闻
人物”“河南省民办教育领军人物”

“河南省最具创新力榜样人物”等
荣誉。但她最看重的，还是“妈妈
校长”这个“荣誉称号”。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9月 9日，
我省首个智慧县域试点项目——“智
慧宝丰”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建设在
宝丰县顺利通过评审，正式启动。

据介绍，宝丰县城是我省第一个
启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县城。今年，
宝丰县政府根据宝丰县城市发展规划
要求和信息化发展需求，启动“智慧宝
丰”建设工程。“智慧宝丰”是全县信息
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基础性工程，将统
筹整合国土、住建、交通、公安、消防、
通信等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公共基
础数据库和统一数据管理服务平台。

“智慧宝丰”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项目
是“智慧宝丰”建设的重要空间信息基
础设施，今年 5月被省测绘地理信息

局列入试点计划。
据了解，“智慧宝丰”时空大数据

与云平台项目将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生产制作时空地
理信息数据，在跨部门整合信息资源
的基础上构建时空信息云平台，为宝
丰政务工作、社会管理等提供数据服
务、功能服务、接口服务、基础设施服
务、知识服务。项目由省测绘地理信
息局、平顶山市测绘地理信息局与宝
丰县政府合作共建，建设周期为 3
年。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
精细化管理、资源科学分配、居民便捷
服务，对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③7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9月 8日，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第四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定结果
出炉，共有191人入选。至此，我省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已达
832人，其中，84人已被认定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第四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涉
及 10大种类，包括民间文学类、传统
美术类、传统音乐类、传统舞蹈类、传
统戏剧类、曲艺类、传统体育和游艺与
杂技类、传统技艺类、传统医药类、民
俗类等。他们享有开展传授、展示技

艺、学术研究以及按照师承形式或者
其他方式选择、培养传承人等方面的
权利。同时，享受人民政府规定的传
承人补助费，并可提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建议。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
重要的“活态”载体。然而，近些年许多
非遗项目面临传承人年老体弱、人走技
失的困局。为破解这一难题，我省建立
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项目名录体系和
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保护体系，并制定传
承人培训计划，分批对传承人进行轮训、
扶持，指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③3

郑徐高铁开通一周年
累计发送旅客395万人次

安阳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我省首个智慧县域试点项目
“智慧宝丰”启动

191人新入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真心和尊重是最好礼物

“妈妈校长”魏晓芝 淅川1200万元
重奖教育功臣

9月 7日，项城市
蓝天小学举行庆祝教
师节主题班会，同学
们为老师送上自己制
作的手工卡片。⑨6
张永久 摄

9月8日，灵宝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来到位于深山里的苏村乡田川小学，
为同学们讲授安全用电知识。⑨6 石文风 王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