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萍

9 月 8日，中国援厄立特里亚第 11
批医疗队从郑州出发，奔赴万里之外的
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开始为期一年的
援助工作。

与此同时，在非洲南部的赞比亚，来
自河南的 28名队员已经在那里工作四
个多月了。通过断断续续的微信语音，
中国第 20批援赞医疗队队长姜宏卫告
诉记者：“刚刚带着队员义诊回来，最近
医疗队主要在冠脉造影方面进行一些开
创性工作，希望能带动当地独立开展此
类介入手术。”

8月 20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中国—赞比亚远程医疗会诊中心，该
院心血管病专家通过互联网，参与了赞
比亚一名患者的会诊。

8月 8日，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举

行了中国援赞医疗队40周年纪念活动，
同时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建设
的中赞腔镜中心正式开诊。

……
跨越万里，河南与非洲通过医疗援

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省从 1973
年开始承担医疗队派遣任务，45年来累
计向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赞比亚派
出医疗队55批，先后有千余名医护人员
义无反顾地奔赴非洲，克服艰苦的生活
条件，承受职业暴露的风险，忍耐远离家
乡亲人的寂寞，用精湛的技术和无私的
奉献，在非洲大地留下了“河南印记”，成
为受援国百姓口中“最受欢迎的人”。

在此次援助厄立特里亚的队伍里，
有一名“资深”援非人——三门峡市中心
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仵民宪，今年55岁
的他已经是第 6次走进非洲。从 2000
年开始，他先后到过埃塞俄比亚、厄立特

里亚、赞比亚，心里始终牵挂着那片土
地。他还是唯一被授予赞比亚“五一”劳
动奖的外国人。李润民是第 17批援赞
医疗队队长，2014年，正值埃博拉病毒肆
虐西非，医疗队配合当地进行防控。几乎
同时，国内传来消息，他的母亲被确诊为
食管癌。内心虽有挣扎，李润民还是选择
留下来。疫情稳定后，他才赶回家里，陪
伴母亲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天。

这样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正是一
辈辈援非人的坚守，换来了我省援非医
疗的累累硕果。45年来，我省援非医疗
队先后为受援国群众、华人华侨、中资机
构人员诊治 680多万人次，开展各类手
术 4.6 万余次，培养当地医务人员 7900
余名，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450多项。

我省承建的援埃塞俄比亚“中国中
医中心”已成为非洲力量最强、规模最大
的中医中心；援赞比亚“中国创伤治疗中

心”“中国妇幼健康中心”运营良好；援赞
比亚“中赞腔镜中心”建设完成，6名赞方
技术人员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
了系统培训；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
南省人民医院分别建设了中国—赞比亚
远程会诊中心和中国—埃塞俄比亚远程
会诊中心。

医疗队员们的付出也获得了多方赞
许。我省援外医疗先后有 32个先进集
体、180名先进个人受到受援国政府、国
家卫健委和河南省的表彰，援赞比亚第
18 批医疗队获得 2017“最美援外医疗
队”提名团队，队员高长辉获得“最美援
外医生”称号。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不同年代的援非队员都恪守着
相同的信念，在援助非洲的道路上坚定
地走着，在万里之遥唱响了一曲曲生命
之歌。③6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在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我省高校怎样开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新途径？怎样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努力为大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环境？连日来，记者走进我省多所高校
对此进行采访。

红色文化为年轻人补足
精神之钙

9月 10日，郑州大学2018级万余名
军训学生，在主校区五星广场举行升国
旗仪式。早上 6点 30分，在响亮的口号
声中，国旗护卫方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
伐，护送五星红旗来到升旗台。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同学们心中激情涌动。多年来，郑州
大学坚持组织新生参加升国旗仪式，将
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

和郑州大学一样，主题升旗仪式成
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弘扬红色精
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每
逢清明节、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等特殊的日子，该校都要举行主题升
旗仪式。该校国旗班班长陆昱森说：“每
次主题升旗仪式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用生命为我们
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新时代我们要
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有为青年。”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则把思政课堂开
进了红色大别山。在主题为“弘扬大别
山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政课社会实
践考察活动中，学生们参观考察了新县
箭厂河列宁小学旧址、“红田”惨案遗址、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许世友将
军故居等大别山革命历史资源，别开生

面的“车轮上的思政课”，身临其境的红
色教育，让同学们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进
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传统文化润物无声滋养
学子心灵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养分，从
中能够汲取精神的力量。学校组织的讲
座、朗诵、竞赛等各种跟传统文化有关的
活动，我们都很喜欢。”9月 15日，河南大
学学生范娟对记者说。

范娟说，学校图书馆主办的国学知识
竞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竞赛题目涵
盖古今名著、中国文学诗词歌赋、音乐影
视艺术等，让学生走近国学，品味经典，给
校园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该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学生尚振茹的话，道出了不少
同学的心声：“静下心来品味民族的经典，

感受其中的魅力，能让自己保持一颗宁静
致远的心，提升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天下为
公’的理念，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
神，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胸怀，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我希望自己能
带动更多学生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引导
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郑州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老师
王萍说。

王萍不仅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自己
的思政课堂，还在今年暑假带领学生社团

“汉韵社”参加了青年人文训练营，让同学
们更深入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本学
期她还将带领“汉韵社”的同学们通过读
书分享会、传统文化礼仪知识竞赛等活
动，让传统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助
力学生成长成才。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如何
保护手机支付安全？如何防范
网上欺诈、网上传销？ 9 月 18
日，由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
主办的河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校园日活动暨网络安全教育基
地开馆仪式在黄河科技学院举
行。活动再次提醒大学生朋友
要时刻绷紧网络安全这根弦。

据 介 绍 ，随 着 网 络 信 息 技
术的日新月异和高等教育的迅
猛发展，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
安全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一项重
大而紧迫的任务。我省高度重
视网络安全工作，2017 年年初，
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细化明确各成
员 单 位 的 职 责 ，形 成 了“ 集 团
式”的工作机制。同时，我省还
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为教育系统
专 属 服 务 的 信 息 安 全 监 测 中
心，建立了覆盖所有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教育行政部门、高
校和省教育厅直属单位的网络
安全应急联络员队伍，印发了
《网络安全事件报告与处置流

程》，全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工
作完成了由被动处置向主动监
管的转变。

活 动 当 天 ，黄 河 科 技 学 院
被授予“河南省网络安全教育
基地”，该校建设的网络安全教
育主题展馆——智慧展馆正式
开馆。展馆分为“教育体验馆”
和“医疗体验馆”，进入展馆犹如
踏入时空之门。通过超大 LED
屏、体感交互设备等多媒体手
段，同学们可以亲身体验到未来
智慧教育和智慧医疗带来的方
便与快捷，也能亲眼看到恶意手
机充电桩如何自由读取个人隐
私以及黑客如何利用软件将陌
生号码伪装成我们熟悉的号码
等多种网络安全陷阱。

据 悉 ，今 后 我 省 高 校 将 会
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加
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师生的
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强
化师生对网络安全教育工作的
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营造健
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共同维护
网络安全。③6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年人生路

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助力我省高校立德树人

万里之遥唱响生命之歌
——我省援非医疗工作综述

网络安全宣传走进高校
提升师生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本报讯（记者 李林）北 京
城市副中心重点区域、如意之
城郑东新区、北川新县城……9
月 18 日，2018 首届郑州国际城
市设计大会设计优秀案例展暨
优秀论文展开幕，百余优秀城
市设计“代表作”荟萃郑州郑东
新区，令市民大开眼界，尽览国
际建筑“精品群”。

此次展览由省住建厅、中国
建筑学会、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郑东新区管委会承办。其
中城市设计优秀案例暨优秀论文
展是本届城市设计大会的重要内
容，共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法
国等 7个国家 8个顶级建筑师团

体和国内 11个省市 72家政府团
体、研究机构和设计公司参展，展
位达 141 个，展位数量和布展水
平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同时，
会议还展出了 28篇优秀论文，以
及东道主河南省、郑州市和郑东
新区的重点项目。

据悉，在 9 月 18 日至 21 日
大会期间，与会来宾还将进行广
泛交流与研讨，通过城市设计
者、城市建设者、城市运营者以
及城市居民之间的深度交流，贯
彻城市设计为人民的发展宗旨，
不断开展实现美好人居的丰富
实践，提升国内城市设计、建设、
管理和服务水平。③6

百余优秀城市设计“代表作”
荟萃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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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近日，焦作彩市被福彩双色球6257万余

元巨奖刷了屏，彩民们激动的情绪还未能平
静，又有大奖悄然而至。就在 9月 16日晚开
奖的双色球 2018108期中，焦作彩民又中得
二等奖2注，奖金共计26万余元。

据了解，这 2注二等奖出自位于博爱电
影院北侧的福彩 41580308号投注站。据业
主冯先生介绍，由于近期焦作出了千万巨
奖，所以近段时间前来购买双色球彩票的人
特别多。“创纪录的巨奖激发了彩民的购彩
热情，这些天，来投注站买彩票的人比以往
增加了不少，尤其是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
天这三天开奖日期间，投注站里更是挤满了
来买彩票的彩民，大家都想趁着这势头冲击

一下大奖。”冯先生说，“别看 9月 16日那天
下着雨，彩民的热情丝毫不减，前来买彩票
的彩民络绎不绝，因为人太多，所以，我对这
次中奖的彩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我推
断这 2注二等奖应该是一个人中的。”

今年，焦作福彩捷报频传，继双色球
2018024期、2018029期、2018084期 3注一
等奖之后，焦作彩民更是在 2018105期中一
举收获了10注一等奖！在这期间，还有不少
双色球二等奖、22选 5一等奖等各色惊喜花
落焦作，让彩民们大呼过瘾，希望今后有更多
朋友加入中奖者行列，让我们翘首以待更多
福彩大奖的精彩时刻。

（焦作福彩 张斌）

双色球巨奖余热未消 2注二等奖紧跟而至

金秋送爽 新乡中福在线好运不断
秋高气爽，好运连连。进入 9月，新乡

市华兰大道综合销售厅好运不断，喜事扎
堆。9月 3日 19:45幸运彩民宋先生在玩中
福在线游戏连环夺宝第二关喜中25个绿宝
石，摘得本月本厅第一个 25万元大奖。紧
接着 9月 9日 21:04，老彩民周先生在玩连
环夺宝第三关喜中 25个绿宝石，顺利摘得
本月第二个25万元大奖。一周内华兰大道
销售厅爆出两注大奖，真是可喜可贺，令众

多彩民羡慕不已，纷纷前来以试身手，销售
厅内人满为患。

新乡市华兰大道销售厅自建厅以来，始
终秉承“服务至上”“细节至上”，抓好队伍，
抓好服务，以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一流
的团队赢得顾客，引来彩民，创造佳绩。相
信华兰大道厅一定会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
的成绩！

（新乡福彩 臧美玲）

洛阳银行系统升级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提升我行的服务水平，我行

将于 2018年 9月 21日 17:00至 2018年 9

月 24日 8:30进行系统升级。为做好上线

准备，上线前部分业务将暂停办理，上线期

间所有业务将暂停办理，请您提前做好资

金安排。业务暂停时间具体如下：

一、网银、手机银行、网上支付业务

2018年 9月 20日（周四）22：00至 9月

24日（周一）8：30（部分业务将提前暂停，

具体情况请登录网银、手机银行查看）。

二、ATM自助设备业务

2018年 9月 20日（周四）22：00至 9月

24日（周一）8：30。

三、柜面业务

2018年 9月 21日（周五）17：00至 9月

24日（周一）8：30。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

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请致电我行客户

服 务 电 话 (洛阳地区)96699/(全国地区)

（0379）96699进行咨询。

若提前完成升级不再另行通知，衷心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0日

□本报记者 卢松

9月 19日，记者从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了解到，
今年 1月至 8月，全省销售福利彩票 440874万元，同比
下降0.08%。其中新乡市和新蔡县等8个单位呈增长态
势。新乡市、周口市、郑州市（含航空港区）、漯河市、洛阳
市、平顶山市、许昌市和新蔡县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

今年8月份，全省销售福利彩票51060万元，同比下
降 10.25%。其中济源市、三门峡市、鹤壁市、开封市、洛
阳市、南阳市、郑州市（含航空港区）、漯河市、安阳市、信
阳市和长垣县、滑县、汝州市、鹿邑县、新蔡县销量下降超
过10%。

从目标完成情况来看，今年 8月全省福利彩票销售
目标完成 95.15%。其中漯河市、焦作市、许昌市、开封
市、新乡市和兰考县、邓州市、巩义市、固始县超额完成当
月销售目标。

截 至 8 月 31 日 ，全 省 福 利 彩 票 目 标 完 成 率 为
62.98%。其中，新乡市、开封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平顶
山市、周口市、许昌市和新蔡县、邓州市、兰考县、巩义市、
长垣县、滑县的完成率超过 63.89%，基本实现目标完成
与时间同步。安阳市、济源市、濮阳市、南阳市、焦作市、
信阳市、郑州市（含航空港区）、洛阳市和永城市、鹿邑县、
汝州市目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截至日期：2018年 8月 31日 单位：万元

2018年8月份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今年前 8月福利彩票销售同比基本持平

单 位

新乡市

周口市

郑州市

漯河市

洛阳市

平顶山市

许昌市

信阳市

开封市

驻马店市

南阳市

商丘市

三门峡市

鹤壁市

市中心

港区分中心

8月销量

2465.97

2200.66

12426.68

574.24

1350.74

5048.81

2113.67

2248.37

1877.22

2003.02

2096.57

3115.73

2049.52

1262.44

820.50

8月目标

2425

2350

13021

462

1293

5123

2245

2191

2226

1953

2274

3702

2250

1315

887

目标
完成率（%）

101.69

93.65

95.44

124.22

104.47

98.55

94.17

102.63

84.32

102.58

92.19

84.17

91.08

96.01

92.48

全省
排名

5

10

7

1

6

9

3

15

4

13

16

14

8

11

本年度
累计销量

23501.65

19683.09

104202.07

4146.21

11433.54

43806.08

18965.41

18253.63

17400.95

17674.94

18597.07

28434.71

18522.63

11446.45

7317.38

本年度
累计增长率（%）

11.75

5.25

2.19

22.87

2.70

1.93

1.77

0.98

-0.54

-1.38

-1.42

-3.04

-3.51

-4.16

-4.71

全省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濮阳市

焦作市

安阳市

济源市

省直管县（市）

新蔡县

巩义市

邓州市

滑 县

兰考县

固始县

长垣县

汝州市

鹿邑县

永城市

全 省

1389.78

2179.82

1807.15

456.22

110.83

727.61

677.41

243.86

346.06

379.64

338.54

189.98

158.76

400.54

51060.37

1507

2104

2175

564

157

661

600

281

276

374

355

249

188

455

53662

92.22

103.62

83.07

80.94

70.63

110.00

112.83

86.68

125.41

101.64

95.42

76.36

84.60

88.08

95.15

12

2

17

18

10

3

2

7

1

4

5

9

8

6

11506.18

16406.42

14811.57

4161.65

1671.43

5780.91

6248.51

2364.04

2431.89

3094.54

2996.09

1740.26

1249.18

3025.70

440874.21

-4.73

-6.31

-7.99

-19.08

16.73

-0.14

-0.77

-1.96

-3.68

-9.52

-9.72

-11.98

-12.36

-12.78

-0.08

15

16

17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