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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5月 20日，记
者获悉，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河南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从规范学校办学
行为等四个方面着手，列出30条具体举
措，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家长过重负担。

在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方面，方案强
调，要加强教师队伍管理，严禁中小学在
职教师私自举办培训班，严禁中小学教
师“课上不讲课后讲”、诱导或逼迫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等行为；严禁节假日、双休
日补课或上新课，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寒假 4周、暑假 8周，普通高中寒暑假
共10周；制止随意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统
考、联考等现象，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原则上省辖市不
得再组织其他形式的统一考试。

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方面，方案强
调，严禁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
挂钩、严禁公布或向中小学校提供培训
成绩、严禁对参加培训学生有关升学情
况进行宣传等，并明确对违规开展培训
的机构，要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要取消
办学许可证。

方案指出，要建立弹性离校制度，安
排学生参与各种兴趣小组或音体美劳活
动。对学有困难的学生加强帮扶，对学
有余力的学生给予指导。中小学生是否
参加课后服务，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
严禁各地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课后
服务一般从周一至周五下午放学后开
始，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18：00。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我宣布，5号
线各车站开始对外服务，正线各次列车
载客运营！”5月 20日 10时 16分，在郑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调度中心，随着“开
通令”的下达，郑州地铁5号线正式面向
社会初期运营。与此同时，早早守候在
各个车站的26列地铁列车缓缓发动，全
线32个车站（除经北二路站）同步开启，

绿城市民乘坐地铁“十+环”无缝换乘成
为现实。

作为郑州市轨道交通唯一环形线
路，5号线沿黄河路、黄河东路、商务外
环路、龙湖外环路、盛和街、心怡路、经开
第十大街、航海路、桐柏路和西站路敷
设，全线40.433千米均在城市核心区域
内。5号线平均站间距为1.263千米，其
中换乘站 18座，开通后可与 1号线在五
一公园站和郑州东站换乘、与 2号线在
黄河路站和南五里堡站换乘，未来还可
与3、4、6、7、8、9、10、11、12号线换乘。

在郑州东站，记者遇到了正准备搭
乘地铁 5号线的张先生。“早就盼着 5号
线开通了！今天到郑州开会，正好赶上

‘尝尝鲜’。”张先生说，自己平时在洛阳
工作，公司总部在南五里堡附近，“以前
下了高铁，只能先乘 1号线到紫荆山站
后再转 2号线，如今可以坐 5号线直达
了，更方便、更快捷。”未来，民众通过 5
号线，不出地面就能换乘到达城区任意
方向的地铁。

“5号线换乘站在设计上都可以实
现不出站台，通过步梯或扶梯进行双向
换乘。”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比如在黄河路站，
负一层为站厅层，设置有自动售票机、进
出站闸机及客服中心；负二层是 5号线
站台，负三层是 2 号线站台；在郑州东
站、五一公园站、南五里堡站，负二层分
别是1号线或2号线站台，负三层是5号
线站台。“后期根据客流量多少，车站在
客运组织上可能会采取单向换乘方案，

对某一方向引导乘客先上站厅、再换乘
到站台，以免客流交叉出现拥挤、带来
安全隐患。”该负责人说。

此外，乘客在换乘时要看清导向标
志，红色标志是1号线，黄色标志是 2号
线，绿色标志是5号线，站厅站台装饰装
修风格也与主色调统一，可根据颜色判
断线路。

记者注意到，地铁5号线沿途32个
车站，有6个车站以附近医院命名，分别
是郑州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儿童医
院、省骨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
心医院。在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对 60
岁以上本地老人免费（每月免费限乘80
次），将极大地方便老年人去医院就诊。

值得一提的是，5号线全线实现了
无卡扫码进出站。乘客只要有一部智
能手机，就能直接通过郑州地铁·商易
行App或微信、支付宝调取乘车码刷
码乘车，省去购买单程票的烦恼，享
受到智慧地铁时代的便利。

5号线行车间隔会不会特别
长？据了解，开通初期，5号线
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使用不
同的列车运行图，线路运营
时间为 6：00至 22：00，全
天运营16小时，列车运行
周期 74分 36 秒，高峰
时段最小行车间隔 5
分 32秒，平峰时段
行车间隔 6 分 32
秒。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距离2019年高
考还有半个多月时间，记者 5月 20日从
河南省人民医院获悉，该院急诊科近期
已接到多例高三学生因饮食不当诱发腹
泻、食物中毒等肠胃疾病的病例。专家
提醒：高考并非走向未来职场的“独木
桥”，家长没必要盲目给考生“进补”，以
免营养摄入不当“添堵”。

该院营养科营养医师赵妍娟建议，
考生要尽量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建
议大幅变换食谱；尽量保持清淡饮食，盲
目进补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反而会加重
考生紧张焦虑的情绪。

由于备考期间用脑较多，血糖是大
脑唯一可以直接利用的能源。所以考生
一日三餐均应摄入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粮
谷类（主食类）食物，尤其是全麦、小米、
燕麦、玉米等粗粮。备考期间用眼也较
多，可适量多食用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
如动物肝脏、瘦肉、牛奶、蛋黄等，以及胡
萝卜、西兰花、韭菜等深颜色的蔬菜。

对于一些家长追捧的益智健脑营养
品，专家表示，“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
精神安慰，补服不当会适得其反。”③9

我省出台中小学生“减负30条”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向
中小学提供培训成绩

临近高考

专家开出“健康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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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市民乘坐郑州地铁5号线出行。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曹萍）同级医院之间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一直是国家力推的重
要利民举措，但一般患者从基层二级医院
上转到三级医院后，很多检查都需要重新
做一遍。5月20日，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获悉，该院将试行推出与对口支
援医院重大疾病检查结果互认续贯式服
务，在全省首开先河，实现三级医院与二
级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由于基层医院对重大疾病的诊治能
力不足，一些恶性肿瘤、严重心血管疾病
患者需要转入三级医院进行治疗。不少
患者在基层医院已经做了很多检查，如
果转院后再做一遍，不仅增加患者负担，
而且会延长住院时间。据悉，郑大一附
院将以其对口支援的7家二级医院为试
点，推出大病、重病检查结果互认续贯式
服务。

“目前确定10种重大疾病检查结果
互认，而且推行‘住院检查在基层医院、
诊断治疗手术在上级医院，续贯治疗和
康复再转回基层医院’的一体化医疗模
式，患者在上级医院住院时间可大大缩
短，治疗费用也会大幅降低。”郑大一附
院院长刘章锁介绍。据悉，这10个病种
为支气管肺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
肠癌、I型主动脉夹层（外科治疗）、冠心
病（外科治疗）、肾肿瘤、前列腺癌、输尿
管肿瘤，7家受援医院为睢县人民医院、
武陟县人民医院、沈丘县人民医院、光山
县人民医院、卢氏县人民医院、淅川县第
二人民医院和安阳县人民医院。③8

医疗

郑大一附院在全省首推三
级医院与二级医院检查结果互认

基层医院做检查
上级医院做手术

□本报记者 冯军福 宋敏

“ 地 铁 5 号 线 终 于 和 市 民 见 面
了！当列车在地下奔跑时，很多人不
知道，5 号线还有一些隐藏的‘小秘
密’。”5月 18日，说起郑州地铁 5号线
的设计，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蓝杰一脸自豪。

作为郑州地铁 5号线项目总体设
计负责人，蓝杰见证了 5 号线的“成
长”历程，也清楚这条“金腰带”上的每
一个细节。他说，5号线在线路规划、
工程建设和站内装饰等方面都做了
不少创新和提升，它的开通标志着
郑州地铁迈入了品质时代。像
母婴室、非付费区公共卫生间
以及行李坡道等人性化设计，
因为看得见、摸得着，很多市
民已经有所了解。但事实
上，它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

“隐形”设计。
“空气幕就是其中一个。”

蓝杰解释，地铁车站出入口一
般会设在交叉路口，这里往往也

是周边建筑、街道形成的动力阴影
区，就像“招风斗”一样，室外的冷空

气很容易通过出入口进入车站内部，
冬天经过这些出入口会冻得乘客直哆
嗦。怎么办？蓝杰团队采用给出入通
道顶面铺设空气幕的方法，阻隔站内

外冷热空气流通。
同时，5号线每个车站出入口的背

部都设计了一个可开启的百叶窗，百
叶窗可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自动开
启或关闭。“到了冬天，一旦强冷空气
吹到车站的风帽内，百叶窗就会自动
开启，冷空气就直接从风帽背后排出
了。”蓝杰笑着说，这样一来，冬天站外
的冷空气进不来，夏天站内的冷气不
流失，乘客在不知不觉中体验着地铁
的舒适，地铁也降低了能耗。

5号线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秘密
是智能化。“我们采用了建筑信息模型
化（BIM）和VR技术。施工前，工人戴
上VR眼镜，就可以看到施工完成后的
三维综合管线立体设计图，一根管线该
往哪儿走，如何布局，看得一清二楚。”
蓝杰补充说，5 号线是一条“智慧地
铁”，扶梯可以自动检测有无乘客摔倒；
站内的灯光更“聪明”，会根据客流量的
大小自动调节亮度，节能又环保。

“早先修地铁，是采用规模成本控
制的设计理念，就是尽量少花钱多办
事。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技术能
力的大幅提升，‘以人为本’‘从乘客利
益出发’的设计理念逐渐占据主流，这
是时代的进步，也是 5号线设计上的
最大‘秘密’。”蓝杰说。③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磊 朱军

5 月 20 日，郑州迎来“环”形地
铁时代。

全国第五条环形地铁、郑州的
“金腰带”，这是地铁5号线承载的荣
誉；省时间、出行更便利，靓市容、郑
州国际范儿更足，这是多数市民的
感触；完全自主联调联试，这是郑州
地铁人的自豪和骄傲。

历经11个月、10883人次参与，
郑州地铁人的成百上千个“不舍昼
夜”，让地铁 5号线顺利完成自主联
调联试，才有了今天的顺利开通。

自主联调让系统“听指挥”

在一条地铁开通之前，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联调联试，也就是地铁
多系统之间进行的联合调试，验证
各系统的功能、技术指标是否已达
到设计要求。

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地
铁的运行包含了电动列车、供电、通
信、信号、自动售检票、综合监控等
几十种系统设备和设施，要让这些
设备能够统一“听指挥”，不出错，就
需要经过一次次的调试。

“郑州地铁1号线和 2号线都是
采用委外联调，选择具有经验的专

业联调单位组织的联调。”5 月 18
日，郑州地铁运营分公司新线部5号
线综合联调现场负责人冯永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但地铁5号线的联
调联试，是郑州地铁首次完全自主
实施项目编制和调试的工作。

屏蔽门装上“大脑”

由于5号线采用了许多新技术，
还具备环线特点，其自主联调也做
了许多创新。

5号线采用了更宽敞的A型车，
相应的布置较 B 型车有显著变化。
同时，为提升能源利用率和乘客的
乘车体验，5号线首次采用了通风空
调成套节能控制技术。针对这些变
化，5号线的自主联调都要制定专门
的测试方案。

冯永顺说，5号线的自主联调，
不仅节约了建设资金，而且为后续
其他线路综合联调奠定了基础、提
供了样本。

联调现场过春节

“从下达开展综合联调命令以
来，我们也是铆足了劲。今年春节
假期期间，很多员工是在联调现场
度过的。”回忆起这些，冯永顺还显

得有些兴奋。
5号线全线 32 个车站，每个车

站几十项大系统，数百项小系统，上
万个点位，全部要一一调试到位。
为此，加班加点对冯永顺和他的同
事们已经是常态。几乎每天，他们
下站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出站的
时候太阳已经下山。

正因为有他们，郑州地铁5号线
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大脑”。③4

号线
Line 5 的自主“大脑”

地铁工作人员为市民提供帮
助。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来源/郑州地铁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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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
Line 5 的“地下秘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