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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若凡

近期，我省北中部多有 35℃~
37℃的高温天气，而午后到前半夜，
北中部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
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这样的天气正常
么？什么原因造成天气频繁“ 变
脸”？6 月 15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一平。

张一平解释，这样的天气主要是
高空华北冷涡和地面暖低压共同影
响形成的。

每年 6月份，华北或东北地区的
5500 米高空，经常出现一种冷性涡
旋，称为华北冷涡或东北冷涡。两
种天气形势下，我省多受西北气流
控制，同时我省地面处于暖低压中
或者处于大陆暖低压前的偏南气流
中，中午之前天气晴好，有利于近地
面吸收太阳辐射增温，使得北中部
多出现高温天气。

在近地面升温的同时，高空西
北气流或者华北低涡打转时往往

有横槽携带冷空气沿西北气流南
下影响，从而形成上层干冷、底层

暖湿的不稳定层结，在地面弱冷空
气与偏南分形成辐合线的触发作
用下，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就出现
了雷阵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

省气象台最新资料分析，本周
无明显冷空气影响我省，周内北中
部地区多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 35℃~37℃，可持续 3
天以上。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较
常年同期偏高 2℃。

周二（19 日），西南部、南部阴
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
其他地区多云。周末（24 日），全
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小到中阵雨、
雷阵雨天气过程。

近期强对流天气主要对局地瓜
果、露天蔬菜等有不利影响，冰雹、大
风可能造成落花、落果和叶片受损，
影响产量和品质。专家建议关注最
新的天气预报，预防强对流天气对设
施农业的影响。③5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任学
军 蒋士勋）“多亏了慈善基金的救助，
要不然俺这脱贫致富的信心就被疾病
彻底打垮了!”6月 15日,荥阳市刘河
镇窝张村的张二军非常激动，他申请
的2.1万元慈善救助基金领到了。

43岁的张二军母亲常年瘫痪在
床，父亲身体也不好，平时靠他一个人
打零工维持家用。去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肺病又让他花去5万余元。“听说
针对贫困群众成立有救助基金，俺就
在医保报销 2.3 万元后，又向扶贫办
申请了救助基金，俺实际花了不到 1
万元就看好了病。”张二军说。

让张二军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就
是荥阳市慈善协会针对贫困群众成立
的“荥阳市扶贫济困救助基金”。

荥阳自 2009年开始在全市推行
“慈善城市”建设，先后荣获“中华慈
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全国

“七星级慈善城市”。从 2017 年开
始，该市每年拿出 80万元善款，专门
针对 2016年以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实施医疗救助、慈善救助、临时救助
等专项救助。2017 年以来，荥阳累
计投入资金 160 万元，直接救助患
病贫困户 112人。

设立扶贫济困救助基金，只是荥
阳实施“慈善+扶贫”的其中一个项
目。荥阳利用独有的慈善资源，累计
投入慈善扶贫资金 852万元，开展了

“爱心接力 成就梦想”慈善助学、“慈
善扶贫百户行”等 6个慈善项目。目
前，已有3600人次的贫困群众从各类
慈善项目中受益。

“家里的洗衣粉用完了，出门就能
在超市领到！”家住乔楼镇付河村的陈
大娘，每当日常用品用完的时候，都会
在自己家门口的“慈善超市”领取新
的。目前荥阳已建成付河村、陈庄村
2所村级慈善超市，还有3所将于9月
底投入使用。

爱心企业也纷纷加入到扶贫的队
伍中来。郑州清华园集团出资200万
元援建杏花村，荥阳万业集团出资50
万元援助车厂村……“星火燎原”慈善
扶贫行动实施以来，全市30多家企业
投入581万元，定向帮扶贫困村。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读取出入境
证件信息、人脸识别和指纹验证，不到
10秒即可自助通关。6月 15日上午，记
者在郑州机场入境大厅看到，不少旅客
选择了自助查验通道通关。

郑州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政治
教导员海贝告诉记者，目前自助查验通
道只适用于中国公民。自助通关流程主
要包括两个步骤：首先读取出入境证件
信息，将证件平放至阅读设备玻璃上，三
四秒钟第一道闸门便会自动打开，旅客
即可取回证件进入闸机通道；其次是生
物信息比对，旅客需摘掉帽子、眼镜、口
罩等面部遮挡物，面朝显示器上方的摄
像头停顿约 3秒钟，同时将手指放入黄
色提示线的指纹采集区域，第二道闸门
自动打开，即可顺利通关。目前，已开通
8条入境自助查验通道。

今年 1月份以来，郑州机场口岸入
境自助通关人数达11万余人次，比去年
同期增长近 25倍。为了确保旅客顺利
快速通关，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郑
州边防检查站进一步深化边检勤务改
革，即日起，推行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
队不超过30分钟新举措，提高郑州机场
口岸整体通关效率。③5

最近，河南各地气温逐渐升
高。70岁的安阳市民邢建生，又准
备带老伴和孙子前往山东省乳山市
住几个月，既能享受海边的清凉，又
能吃到肥美的海鲜。

从公务员岗位退休后，邢建生
和几个亲戚朋友相约，夏天到山东
海边避暑，冬天到海南过冬，彼此互
助，抱团养老。每到一个地方，邢建
生都租住一间公寓，老两口每月的
退休金刚好够房租和日常生活开
销。邢建生说：“以前工作时太忙，
退休后到处转转，开开心心享受生
活。”

“这是一种新型的旅居养老模
式，近年来逐渐在老人中流行开
来。”郑州晚晴养老集团副总经理杨
新民解释说，旅居养老是“度假式养
老”和“候鸟式养老”的融合体，老人
在不同季节辗转不同的地方，边旅
游边养老，既健康养生，又开阔视
野。

养老机构推出会员式养老服
务，通过其在全国各地拥有的旅游
资源，让入住老人享受“候鸟式度
假”；保险公司选择环境优美的地区
建设综合性养老社区，购买保险的
消费者 60岁后可入住适老养老社
区，享受高质量养老服务……在河
南，各行业根据老人对休闲、旅游活
动的追求，纷纷推出新型养老业务。

新型养老打造“花样”晚年

□本报记者 卢松

随着时代的变化、收入水平

提高、消费能力转强和思想观念

变潮，老人们越来越向往高品质

的生活方式，对养老方式的追求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
子享清闲……”6 月 12 日下午 3
点，河南光大欧安乐龄养老中心老
年大学内，83 岁的娄玉玲和几个

“老戏迷”一起，认真排练着豫剧。
“唱戏使我身心愉悦。”娄玉玲

说，经常和“老伙伴们”一起热热闹
闹唱戏，感觉开启了“第二青春”，

“我要大声唱出晚年幸福生活”。
“除了举办特色戏曲文化活动

外，我们还开设了秧歌、手工、书法

等 10多个老年活动社团，逐步形
成了‘文化养老’的新格局，让老人
在享受生活照顾的同时，也能享受
到精神世界的精彩与富足。”河南
光大欧安乐龄养老中心负责人贾
克义说。

用多彩文化生活充实自己，提
升晚年生活品质，正成为越来越多
河南老人的向往。他们到老年大
学提高技能、陶冶情操、聚会交友，
真正实现“学中有乐，乐中有为”。

“住在这里可舒服，不仅吃得好、
住得好、玩得开心，有个头疼脑热的，医
生也是随叫随到。”6月13日，在郑州瑞
阳养老院养老一区2楼娱乐室，86岁
的王玉梅陪着95岁的老伴刘荣林看电
视。

王玉梅和老伴年龄大，身体不
好，各种疾病缠身。当初和家人商量
选择养老院时，老两口就一个要求，
找一个带医院的养老院。“这里建有
门诊楼，配有中西医医生，打针吃药
不用跑路。”王玉梅说，“我和老伴在
这里住了3年多，身体比在家时好很
多。”

“现在的老人对养老不再局限于
吃好住好，更加注重健康和养生。”郑
州瑞阳养老院院长马邦博介绍，医养
结合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
的医疗和康复服务，破解了长期以来
居家和社区养老存在的医疗难题，是
养老产业很有前景的模式。

如今，像郑州瑞阳养老院一样，
“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医养结合新
型养老模式正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省新建和正在规
划中的规模型养老机构，一般都具有
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时尚、多元的新型养老模式，开
启了老年人生命中另一个美好的阶
段，让他们晚年生活变得五颜六色，
更加精彩！③5

旅居养老流行开来

文化养老点亮幸福生活

健康养老引领发展

荥阳实行“慈善+扶贫”模式

搭建慈善平台
增强“造血”功能

“冰火”两重天 缘何频光顾
气象专家详解原因

郑州机场开通8条自助查验通道

“刷脸”验指纹
10秒即可通关

出行

第七届中国（郑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刮起一阵养老领域的“科技风”。图为远程陪护机器人“小武”在和工作
人员对话交流。 本报资料图片

6月 17日，航拍下的洛阳市体育公园美不胜收。近年来，该市加快巩固提升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洛阳市体育公园各项功能日益完善，各类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而在2004年时，这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小图：2004年3月，洛阳新区体育公园原貌。）⑨3 曾宪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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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6月 14日，记者
从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获悉，2017年，全
省无偿献血达 111.9万人次，其中，大中
专院校学生是无偿献血“主力军”。

据悉，2017年，全省采集全血401.4
吨，采集血小板 14.14万个治疗量，保证
了临床用血的需求。郑州市的采血量占
全省比例较大，“去年郑州市无偿献血
21.4万人次，同比增长1.74%，采集全血
64.95吨，约占全省的六分之一；单采血
小板 58188个治疗量,占全省三分之一
多。”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李
建斌介绍，郑州市临床供血100%来自公
民自愿无偿献血，100%符合国家标准。

“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是
比较固定的献血团队，其中大中专院校
的学生已经是绝对主力。”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招募办主任杨主功说，接下来
的七八月份由于大中专院校陆续放假，
会出现采血量下降的情况，“血液中心将
不断增加采血车及采血屋的数量，同时
在加强与固有团队联系的同时，不断开
辟民营企业等新的献血团体，保证临床
供血量充足。”③4

全省去年无偿献血
近112万人次

献血

高招

基层民生观

民生速递

热点关注

6 月以来，全省北中部持续高温，酷暑让行人纷纷使出各种遮阳工
具。②2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周峰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低分高录”
“内部指标”都是高招诈骗！6月 14日，
省招办提醒考生谨防诈骗，考生确认高
校录取应通过省招办官网或所属县（市、
区）招生办查询确认。

据介绍，高招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和
中介组织利用考生求学心切和家长望子
成龙的心理，打着种种幌子以谋取钱财为
目的进行招生诈骗活动。其主要伎俩有：
冒充高校招生人员，或者谎称自己是院校
招生代理，与学校领导和招办人员有“特
殊关系”，标榜或暗示可帮人上大学；故意
混淆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与普
通高校招生的区别，蒙骗考生；声称“低分
高录”，有办法让分数不够一本录取线的
考生进一本院校；炮制所谓“小计划”“外
省指标”“内部指标”等借口哄骗；以“定向
招生”“自主招生”“单招”诱骗；甚至扬言录
取不用网上操作，直接把纸介质档案交给
他们，只要几万元一切都可搞定。

省招办工作人员表示，高招录取有严
格的程序，不存在所谓的“操作空间”，考
生及家长应高度警惕，切莫轻信各种传
言，防止陷入骗局。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普通高校在豫招生计划均在省招办编制
的招生专业目录中向社会公布，未经省招
办公布的招生计划，不能组织招生；高校
录取新生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高校
招生计划的调整，包括录取期间增加的招
生计划，均由高校与省招办在网上进行，
并严格按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高招录取期间，考生和家长一旦发
现招生诈骗等可疑情况，可拨打举报电
话0371-68101616。③5

省招办提醒

确认录取信息
要走官方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