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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陈秀娟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及时出
手相救，我家孩子就没命了！”3月 21
日下午，新乡市民谷修伟来到河南工
学院管理工程系，专门送来锦旗感谢
王明轩、黄冲、刘英豪3名见义勇为的
大学生。

在新乡市金穗大道上开烟酒店的
谷修伟告诉记者，他的儿子瑞佳（化
名）刚满3岁，3月18日下午3时许，小
瑞佳趁父母不注意溜出店外，短短两
三分钟就不见人影了。

就在这时，王明轩等3名同学，正
走到金穗大道与福彩街交叉口西北角
的赵定河桥头，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
在十余米外的河面上挣扎——原来，
小瑞佳独自过了家门口的马路，不小
心跌下河岸，并很快被冲到离岸 5米
多的主河道。

王明轩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忘了

自己不识水性，冲进冰凉的河水，一面
对紧随其后的黄冲大喊“拉着我”，一
面快速向小瑞佳靠拢。

王明轩快速拽起小瑞佳，黄冲拉
着王明轩，一名路过的行人见状也加
入进来拉住黄冲的手，右手腕骨折未
愈的刘英豪在岸上用左手奋力拉动

“人链”……就这样，不到两分钟，小瑞
佳就从水中被救上岸。

“当时孩子的嘴唇发紫、脸色发
白，形势十分危急！”王明轩说，刘英豪
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并赶紧解开孩
子湿透的棉袄，用在学校学到的急救
知识控出孩子胃内的积水，没过多久，
孩子就恢复意识哭出声来。

“我为他们的行为感到骄傲，用结
成‘人链’的方法，救了孩子又保护了自
己，这一点最值得肯定！”河南工学院管
理工程系党总支副书记于明华说，下一
步系里要对这3名大学生进行通报表
扬，号召同学们学习他们的精神，争做新
时代的优秀大学生。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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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手结“人链”智救落水娃

本报讯（记者 宋敏）3 月 21
日，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河南航
空有限公司获悉，自 3 月 25 日
起，民航将执行夏秋航季，该公
司将新开多条郑州始发航线，并
执行新的航班计划。

据悉，自3月25日起，南航将
开通郑州—重庆—丽江往返航
线，航班号为 CZ3475/3476，每
日一班。时间为06：55从郑州起
飞，08：50到达重庆，10:05自重
庆起飞，11:50到达丽江；回程为
12:50从丽江起飞，14:40到达重
庆，15：40自重庆起飞，17：30到达

郑州。
自 3月 27日起，南航将开通

郑州—克拉玛依往返航线，每周
二、四、六执行，航班号为CZ8533/
8534。去程 10:25 从郑州起飞，
15：15到达克拉玛依；回程16:05
从克拉玛依起飞，20:10 到达郑
州。

自 3月 25日起，南航将开通
郑州—库尔勒—伊宁航线，每周
一、三、五、日执行，航班号为
CZ6856，时间为 17:35从郑州起
飞，22：10到达库尔勒，23:00从
库尔勒起飞，00:15到达伊宁。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记者 21 日
从河南省气象局获悉，本周六，
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气象学会
将在郑州市气象科普馆组织系
列科普活动，并向公众免费开
放。

据了解，今年世界气象日的
主题是“智慧气象”。智慧气象
是通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深入应
用，使气象系统成为一个具备自
我感知、判断、分析、选择、行为、

创新和自适应能力的系统，让气
象业务、服务、管理活动全过程
都充满智慧。科普活动将进一
步促进公众了解气象知识，零距
离体验“智慧气象”。

此次系列科普活动将向公众
开放郑州市气象科普馆、4D 影
院、天气预报制作中心和郑州市
气象台业务平面、气象应急服务
车等。届时，郑州市气象科普馆
还将举办市民与天气预报主持
人互动、科普知识讲座、专家咨
询等多项活动。③5

得胜鼓是开封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
窘况。“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一
优秀民族文化，2016年4月，开封
市开明中学建设了得胜鼓训练基
地，由朱仙镇七八十岁的老艺人
们给学生传授技艺。”该校校长刘
俊杰说。

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贴
近性强，为传统增添动力的同时，
也让孩子完成了“要我传承”到

“我要传承”的转变，教导他们不

忘初心。
2017年，省教育厅出台文件

加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工作。令人欣喜的是，传统文
化教育已融入开放的、丰富的社
会教育之中，比如省实验小学的
家长专家进课堂，让家长给孩子
讲传统；开封市教育局联系一批开
封文化名人学者组建了讲师团，开
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人人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动局面正在形成。②40

民航夏秋航季即将开启

南航新开多条郑州始发航线

省气象局邀您体验“智慧气象”

“活”起来的传统文化“火”了校园
关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壮大内陆港 河南更开放

▲3月 20日，在漯河港工地，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施工。
该港口建成后年吞吐量可达460万吨。目前，漯河港一期工
程的9个泊位已经建设完成，具备启用条件，待蓄水后，即可
实现通航。⑨6 牛书培 摄

◀3月21日，货船正在项城亿嘉港停靠卸货。该港是我
省水运交通的重要港口项目，工程总投资2.62亿元，建设8
个500吨级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300万吨。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孙静）
3月 20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
以“跨境电商助力世界贸易创新
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跨境
电子商务大会，将于 5月 10日在
郑州举行。

本届大会由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省商务厅和郑州市政
府共同主办，将邀请世界海关组
织、万国邮联体系等国际组织负
责人，G20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重点城市代表，主要贸易国相
关领域政府官员及监管部门代
表，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杭州、
重庆、宁波等12个跨境电商综试
区城市代表，上海、广东、天津等
10个自贸试验区代表，福州、平
潭等跨境电商保税进口试点城
市代表，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
台、供应链、物流、金融服务、外
贸综合服务等企业高管和代表
参会。

根据安排，5月 10日上午将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开

幕式暨跨境电子商务高峰会，其
间，国内外多个城市代表将发表
演讲；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终
身主席、EWTO研究院名誉理事
长龙永图将发布研究院最新研究
成果。10日下午将举办跨境电子
商务产业链优化发展等分论坛活
动。同时，大会还将在EWTO核
心功能集聚区举办全球跨境电子
商务成果展，主要展示全国跨境
电商综试区成果、G20国家郑州
友好城市精品、中国良品等。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届大会将进一步巩固深化
首届世界海关跨境电商大会的成
果，探索符合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的标准、规则和管理体系，加强政
府部门、国际组织和商界的交流
合作。对河南来说，有利于加快
外贸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能；着力推动我省空、陆、海、网

“丝绸之路”建设，助推跨境电子
商务连接世界、普惠全球，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持续迈
进。③6

第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5月10日在郑举行

纵身入冷湖 勇托溺水女

3月19日，博爱县实验学校学生在学习传统面塑
技术。该校将传统面塑引入校园，成立面塑社团，聘请
面塑艺人向学生传授技艺。⑨6 杨帆 摄

□本报记者 周晓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近年来，
我省各地中小学校积极寻求优秀传统文化
与校园活动衔接的“兴奋点”，让校园成为孩
子们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乐园。“活”起
来的传统文化，吸引孩子们完成“要我传承”
到“我要传承”的转变。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徐海林 李帅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快来人
啊！”

3月 20日下午，急促的呼救声打
破了通许县咸平公园的宁静。

“当时我正从公园经过，听着呼救
声像是从湖边传来的，就赶紧朝那个
方向跑过去，发现是两位老人在呼救，
说有个20多岁的女孩儿落入水中。”3
月21日，吴捷向记者回忆说。

顺着两位老人手指的方向，吴捷
发现湖中心泛起阵阵涟漪，但是已不
见人影。吴捷立马脱掉了外套，扑通
一声跳进湖里，向湖中心游去。“因为
风大，湖的面积又比较大，我只能边前
进边搜索目标，接近湖心时，我只看见
浮在水面上的衣服，女孩儿的头部已
沉在水下，完全没有了挣扎。”他说。

吴捷一把抓住女孩儿，努力向岸
边游。“落水的女孩儿已经没有一点反

应，不能配合我，加上离岸边较远，水又
深又冷，我也有些体力不支。但我当时
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她，我就拼命
地拖着她向岸边游。”吴捷说，在快靠近
岸边的时候，他踩到了湖底的一块儿石
头，借力把女孩儿推上了岸……

被救上岸的女孩儿脸色苍白，没
有一点反应，岸上的群众赶忙叫了救
护车。细心的吴捷捡起自己的外套盖
在女孩身上帮她取暖，同时对她进行
急救。直到女孩被送上救护车后，吴
捷才放下心来，匆匆离开了现场。

吴捷在咸平湖中生死营救的一
幕，被人用手机拍下来发在微信朋友
圈里，大家纷纷转发、点赞。有人认出
了这位救人的小伙子是通许县牧原公
司的经理吴捷。

因为在冷水中时间过久，吴捷当
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但他却丝毫不
在意。“今天中午我去医院看了溺水的
女孩儿，庆幸的是她已经清醒了。”他
说。③5

传统文化进课堂，
让学生更有兴趣

文化与生活融合，让教学更能入脑入心

3月20日，记者在河南省实验
小学了解到，该校与河南博物院联
合打造了国宝小明星讲解员综合
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
通过亲身讲解，深入了解文物，在
被“圈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传统
文化的认识，增强了文化自信。音
乐课里，同学们通过《鸮傲江湖》
《惊蛰》等舞蹈剧体验传统文化魅
力；艺术课上，剪纸、扎染、泥塑、国
画让孩子们感慨：“原来传统文化，
这么有趣。”

“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是固
本、铸魂、打底色的工程。除了实
践活动课，我们针对少年儿童不同
年龄段的特点还编写了三册校本教
材《谦谦君子风》，深入挖掘传统文
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等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将其融入
立德树人的全过程，让优秀传统在
孩子心中扎根。”省实验小学书记姜
荣蓉说。

在郑州市文化路二小，记者看
到，学校门口摆放的两个一米多
高的京剧戏曲卡通人物很是可
爱；戏剧脸谱、戏曲名家、剧种剧
目介绍悬挂在教学楼走廊墙上；
孩子们的课间活动是做戏曲广
播操……

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优秀传

统文化已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渗入孩子们的学习和生
活。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传统
文化与生活紧密相连，孩子们只有
在生活中了解它、喜欢它、使用它，
才能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参与者
和推动者。”该校校长刘红说。

传统文化本土化，让传承更有持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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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辉）3 月 21
日，记者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获
悉，该局近期对车用乙醇汽油等
11 种大气污染防治相关产品质
量开展的专项监督抽查结果显
示，我省销售的油气产品可以
放心使用。

为配合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2017年第四季度,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组织对省内销售的变性燃
料乙醇产品、柴油产品、车用压缩

天然气产品等11种油气产品质量
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根据该局
公布的抽检结果，除了河南中原绿
能高科有限责任公司濮阳第一、三
加气站车用压缩天然气产品有 2
批次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外，其余
抽检的产品全部合格。省质监局
已责成相关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本次抽
查中不合格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
依法进行处理。③4

省质监局抽查结果显示

我省油气产品可以放心用

3月 21日，市民在刚刚投用的洛阳市洛龙区首个城市书房内阅
读。今年，该区积极打造“15分钟阅读文化圈”，使城市书房成为市民
的“精神粮仓”。⑨6 张俊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