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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李春霞 董艳菊

2月 1日下午，天气晴冷。许昌
市东城区学院路与莲城大道交会处
的绿化带旁，67岁的段守兰像往常
一样守在她的“爱心小摊”旁，一边制
作盘扣一边等候取衣人。在她旁边，
立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免
费做小孩棉衣”。

花白的短发，布满皱纹的脸上笑
眼弯弯，咖色连帽外套一看就穿了好
多年，一双略显粗糙的手与小桌上新

做成软糯可爱的小孩棉衣形成鲜明
对比。“前段时间，有人托我做了这两
套棉衣，这两天该来拿了。”老人边忙
碌边答话,“棉花做的棉衣还是比买
的穿着暖和，现在没几个年轻人会
做，我既然会做，权当给年轻人帮个
忙。”

一张小桌、两个小凳、一个针线
筐，是段守兰“爱心小摊”的全部家
当。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每天上午9
点钟到下午4点钟，段守兰都会准时
在这里支起小摊儿。从 2017 年 10
月她的爱心棉衣摊儿支起来，已帮人

缝制了30多套婴幼儿棉衣。
段守兰家里并不富裕：儿子没有

固定工作，儿媳在商场当营业员，孙子
上初二。她一针一线缝制一套棉衣，
需费时三四天。有人要付她工钱，都
被拒绝了。她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做
啥大事儿，能出点力，让孩子们穿上暖
和合身的棉衣，心里可高兴了。”

冬天缝制爱心棉衣，夏天免费摆
凉茶摊儿。每年夏天，段守兰每天早
起烧 3大壶水，然后骑着三轮车，把
桌椅、茶杯、暖瓶拉到东湖附近的树
荫下，免费给路人提供茶水，经常从

早 8点忙到晚 8点。这爱心凉茶摊
儿，段守兰已经坚守3年。

“每年夏天，我们都喝她的爱心
凉茶。我把她的事儿发到朋友圈，好
多人点赞呢！”市政工人马玉莲说。

段守兰的“爱心小摊”感动了很
多人。缝衣服的棉线快用完时，有人
送了一大提兜来，还有人给她送来了
剪刀和缝衣针，住在周边的老姐妹也
常来帮忙，收摊时常有路人帮忙抬桌
子、收板凳。段守兰说，只要身体能
行，她就会坚持把“爱心小摊”摆下
去。③4

“爱心小摊”情满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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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袁喜宝 王浩洁

1月31日，汝阳县老党员、退休
干部代际发拄着拐杖，专门来到该县
城关镇，将1万元现金交到主管民政
工作的镇领导刘佳手里，他要用这些
钱帮助特困户过春节。“退休金是国家
发的，我用不完，就应该还给社会。这
钱不多，就请镇里替我转交那些特困
户，让他们好好过个年。”他说。

现年 80岁的代际发祖籍伊川
县白沙乡，曾在原洛阳铜加工厂工
作，1964年调到汝阳县工作，1974
年入党，1998年退休。

退休后，代际发一直默默地为
社会作贡献。1993年，汝阳县城关
镇桃园新村（现桃园社区）建成后，住

在这里的代际发当起“义务村长”，为
新村的管理和公益事业日夜操劳，成
为街坊邻居心中的全天候“勤务
员”。他发起组建了一支60多人的
老年志愿者队伍，义务巡逻，维护社
会治安，抓获多名小偷，协助侦破多
起案件。他还是热心调解员，只要他
知道的麻烦事儿，都不厌其烦、真情
真意去解危救难，他调解成功的矛盾
纠纷达600多件。汶川地震、玉树地
震，他是桃园新村第一个上交“特殊
党费”的党员；他先后为汝阳县多所
学校捐款捐物，资助特困大学生十余
名，资助资金累计十多万元。

去年9月 25日，代际发冒雨来
到汝阳县委组织部，向组织交了
19000元的“特殊党费”，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向党的十九大献礼。③6

□本报记者 杨晓东

1 月 24 日，雪花飘飘。记者随
同新蔡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冯聪
会，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来到涧头
乡吴楼村贫困户康玉玲家，为她的
女儿小茹“送教上门”。

“答对了，你真棒！”打开便携式
电脑，小茹在冯老师的指导下开心
地学习起来。随堂练习中，电脑里
时时传出鼓励的话语，让小茹脸上
泛起了笑容。

“这是我们这个学期第五次来到
小茹家，她的变化很大，现在能独立穿
脱简单的衣服了。”冯聪会告诉记者，12
岁的小茹患有佝偻病，之前行动力差，
不能独立站立、进食、如厕、穿衣服。

提起小茹的变化，康玉玲眼里

泛着泪花，欣慰地说：“孩子一直想
要上学，普通的学校去不了，多亏有
冯老师他们不嫌远、不嫌累，经常来
给俺闺女上课。”

去年暑期，新蔡县教体局用近
两个月的时间，对全县784名义务教
育阶段适龄残疾少年儿童进行全面
普查、采集信息，为不能在校就读的
重度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建立学籍，
并开展了“送教上门”服务。

“学校已接收232名儿童接受专业
的特殊教育，其中，需要送教上门的共
有116人。”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
红立介绍，经过学习和训练，这些“折翼
的小天使”进步很大。学校还联系了爱
心医院、爱心人士，为这些学生进行免
费体检和医学测试，并给他们送去学
习用品和棉衣、棉鞋等物品。③5

老党员的“特殊党费” “折翼天使”圆了上学梦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月 30日，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春节期间，我省
部署开展农村演出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专项整治行动以农村地区红白喜
事、庙会集市期间“脱衣舞”等淫秽色
情低俗演出为整治重点。

在专项整治行动过程中，各级相
关部门将对辖区内文艺表演团体、个
体演出经纪人和庙会集市演出活动、
农村地区红白喜事演出活动进行摸底
排查，将演出主体和演出活动全部纳
入监管视线。同时，对农村演出从业
人员进行法规培训，发挥乡镇党委政
府和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加强法
规宣传，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法违规

演出活动；加强日常监督和执法检查，
第一时间掌握农村红白喜事期间演出
线索，加强对农村庙会演出活动现场
巡查；确实做到动员部署到位、现场监
管到位、督查督办到位、应急处置到
位，不产生重大社会事件，不引发负面
舆情。

据悉，省文化厅将组织覆盖重点
地区的暗访抽查，确保专项行动取得
实效。2018年，我省将把农村演出市
场监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
年度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考评。凡农村
演出市场出现违法演出问题且产生较
大负面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当年不得
参与评先。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时
凯）1月 30日，记者从新郑黄帝故里景
区管委会获悉，为进一步增强拜祖大
典对全球华人的影响力，巩固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品牌，吸引全球华人华
侨积极参与拜祖大典的筹办工作，从
即日起，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特面向
全球华人公开征集 2018年（戊戌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文。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连续成功
举办十二届，2008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九项仪程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恭读拜祖文”
是大典九项仪程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的拜祖大典将于 2018 年 4
月 18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新郑黄帝故

里景区举行，全球征集拜祖文活动 3
月 17日截止。应征作品需注明作者
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和作品说明
等信息，发送至电子邮箱：xzhdgl@
163.com或邮寄至河南省新郑市新建
路办事处轩辕路1号黄帝故里景区管
委会，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拜祖文征
集”字样。

本次征集活动将邀请专家学者组
成评审委员会，评选出特等奖1名、一
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优
秀奖若干名，并分别给予奖励，其中特
等奖作品将用于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恭读拜祖文”仪程。本次活动获
奖者将有机会应邀参加今年的拜祖大
典。③7

农村演出市场春节重点监管

戊戌年拜祖大典全球征集拜祖文

1月30日，温县陈家沟村，
由 40余名青少年太极拳爱好
者表演的传统民俗——陈家沟
舞虎，在沉寂40多年后惊艳亮
相。陈家沟舞虎，俗称“耍老
虎”，“老虎山”由 24条长凳和
一把太师椅搭成，高约7米，打
虎英雄和“老虎”在太师椅上进
行各种高难度“搏斗”表演，气
势恢宏，惊险震撼。⑨6 徐宏
星 摄

舞虎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2月1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日
前印发文件，支持河南郑州铁路口岸、
内蒙古满洲里口岸、重庆铁路口岸等8
个地区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

平行进口汽车，是指未经品牌厂
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市场购买并引
入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汽车。“便宜”
是平行进口汽车的最大优势。

2016 年 2月，商务部等 8部门出
台《关于促进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的若
干意见》。之后，汽车平行进口“量增
价减”，真正惠及了消费者。2017年，
天津等9个试点地区的100家试点企
业共进口汽车 13.6 万辆，同比增长
109%。车型近 180 个，比 2016 年增
加了 30多个，拓展了产品供给范围，
丰富了消费者购车选择。同时，促进
了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车价特别是
中高端进口汽车价格下降明显，大部

分车价下降15%以上。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试

点平行汽车进口有着明显优势，首先是
汽车消费市场广阔，机动车保有量一直
位居全国前列；其次物流体系完备，准
确对接了欧洲、中东、美洲等汽车平行
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了覆盖中西部、
辐射全国、联通世界的内陆型现代物流
枢纽，能够为平行进口汽车在国内的进
口、分拨、展销、售后搭建良好平台；此
外，我省有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多
个国家战略和开放平台，发展开放型经
济积累了一定经验，为今后做好平行进
口车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

通过试点，我省将进一步简化平行
进口汽车通关流程，创新平行进口汽车
贸易模式，完善售后服务网络，强化市
场监管体系和诚信评价体系，力争通过
三年时间，成为中国中部平行进口汽车
最有影响力的销售中心。③7

我省获批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
“量增价减”丰富购车选择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人物简介：张双南，1962 年生，确

山县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

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我

国第一颗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

首席科学家。

1月 30日，我国首颗X射线天文
卫星“慧眼”正式开工，标志着新时代

“发现极端宇宙”事业的新起航。然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负责这样一个
重要科学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位
来自确山县的河南老乡——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

“我希望我的预言都错了”

在半年多的“试用期”内，“慧眼”
卫星给出了超乎预期的优异成绩。特
别是在去年沸腾了整个天文界的双中
子星并合引力波事件中，“慧眼”团队
作为重要贡献者参加了这篇历史性论
文的核心创作。

成为“正式工”后，“慧眼”卫星面
临着繁忙的工作安排。1月 31日，张
双南告诉记者，仅仅来自国内16家科

研院所及高校的90份观测提案，就足
够“慧眼”忙活7年。

通过这些观测任务，“慧眼”预计
会帮助科学家们发现一批新的天体
源，尤其是以中子星和黑洞为主的新
的高能天体；通过长期高频次定点观
测，理解黑洞和中子星系统的活动及
演化机制；对中子星和黑洞的基本性
质做出新的测量；研究宇宙深处大质
量恒星的死亡以及中子星并合等过程
中黑洞的形成等。

张双南预计，“慧眼”每年能发现
大约 100个伽马射线暴，如果有些伽
马射线暴将来能和引力波事件建立关
系，将会成为比较重要的进展。

“其实，我希望我现在预言的重要
成果都说错了。”张双南说，“那就说
明，‘慧眼’看到了更重要的秘密。”

“要把科学本身放入教育体系”

在科研之外，张双南被称为最接
地气的“科普达人”，曾获得2017年首
届“最受媒体欢迎科学家”称号。去年
起，他针对中国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能
力的现实，呼吁要进行第四次科学启

蒙教育，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目前的教育体系里面，讲得特

别多的是知识和技能，而不是科学素
质。但要做好科学启蒙，恰恰要反其
道而行之。”张双南认为，科学素质包
括对科学真正的理解、科学起源、科
学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几个方
面。“要一开始就让大家了解科学是
怎么回事儿，才不至于形成这样一种
局面，就是人们学了很多的科学知
识、科学技能，但是整体科学素养并
不高。”

“科普本身是对教育的一种补
充。科学素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并不是科普能够教给大家的，而是要
纳入教育体系。”张双南解释，如果大
家能在学校就受到很好的科学教育，
那么科普的压力就会少很多。遗憾的
是，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太多这
方面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第四次科
普启蒙教育最关键的是要把科学本身
放入到教育体系里面去。”张双南说。

“家乡的邀请我怎么可能不去”

为了科普，张双南跑了很多地

方。但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河南我
还一次没去过，因为没人邀请我！”

根据多年在国内进行科普的感
受，张双南认为，科学跟文化密切关
联，文化发达的地方往往科技也发达，
如江浙一带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对
于科普的需求就非常强烈。“河南未来
要发展，离不开科技驱动。从长远来
看，还是应该注意加强公民科学素养
的提升。”

“哪个地方的高校、科研院所比
较多，这个地方的科普就做得比较
好，因为很多高水平的大学教授和科
学家愿意参与到科普活动中去。”张
双南认为河南高等教育资源的短板
影响了科普能力。他建议，要改变这
一局面，河南除了加强对教育和科
研的投资之外，还要学会善用外部
资源，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
邀请其他省份的专家学者来做科普
工作。

“我们河南有很多科技人才在外
面，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愿意回来为
科普事业尽力。”张双南笑着“呼吁”，

“如果河南能邀请我，这是我的家乡，
我怎么可能不去？”③5

“慧眼”背后的河南“科技大牛”
——访“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 日
起，郑州警方全面启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邀请广大群众向警方举报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郑州警方始终对黑恶势力保持着
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早打小、露头
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打掉了一批
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有效净化了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

此次专项斗争中，郑州警方将对
有可能存在黑恶势力的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等进行集中清查，最大限度挤
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深挖黑恶犯罪
背后的“保护伞”。

郑州警方邀请社会各界参与专项
斗争，如果发现以下10种重点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行为，请向警方举报：把持
和操纵基层政权、侵吞农村集体财产，
敲诈勒索周边企业的“黑村官”；干扰
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的黑恶势力；
以各种名义煽动群众闹事，组织策划

群体上访的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的“村霸”；横行各类专业市场，侵
害群众利益的各类黑恶势力；以公司
名义出现的涉嫌高利贷、套路贷非法
讨债，采取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威胁
恐吓等手段暴力或软暴力讨债，插手
经济纠纷的黑恶势力；在建筑工程、交
通运输、仓储物流等领域强揽工程、强
立债权、恶意竞标、强迫交易、非法垄
断经营、收取“保护费”，破坏经济秩序
的黑恶势力；有组织地实施涉“黄、赌、
毒、枪”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拉帮结派破坏一方秩序的帮派势力；
其他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

郑州警方设立黑恶犯罪线索举报
电话：0371-69620976，24 小时接受
群众举报。同时，群众可将举报信件
邮寄到郑州市塔湾路50号“郑州市公
安局犯罪侦查局扫黑办”，也可以通过

“郑州警民通”“郑州刑警CID”等微信
公众平台举报黑恶犯罪线索。③6

郑州启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发现黑恶犯罪线索请向警方举报

1月29日，开封市朱仙镇，游客正在体验传统年画制作。春节临近，朱仙镇
的木版年画作坊正抓紧时间制作年画，供应节日市场。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