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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曹萍

进入深秋，气温骤降，很多

孩子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等症

状。因为担心药物治疗产生副

作用，推拿治疗成为很多宝妈

的选择。正是抓住了众多家长

的心理，街边、小区里的小儿推

拿店越开越多，但准入门槛较

低、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等问题，

令人担忧。

热点关注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 21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除个别高速公路收费站
货车禁行外，河南境内已通车高速公路收费
站入口称重检测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这些
设备与入口发卡系统实现联网，超限超载大
货车将不能上高速。

“想上高速的货车，必须驶入装有称重
检测设备的车道。货车经过，车辆的限重、
总重、长宽高等数据，会很快显示出来。是
否超限超载由系统自动判定，一目了然。”在
商登高速岐伯山收费站，河南中原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岐伯山收费站负
责人王中一向记者介绍。

据介绍，这些称重检测设备与高速收
费发卡系统是联网的。货车经检测，如被
确认为合法合规车辆，入口车道将自动抬
杆放行；对违法超限超载车辆，收费系统
将禁止发卡和抬杆，且人为无法强制抬
杆，货车须经由引导驶入一条单行的劝返
车道离开。

记者注意到，收费站广场设置有货车称
重劝返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电子抓拍设备，
途经的货车要按照引导指示从广场右侧专
用通道通行、实施称重。对不按规定行驶的

车辆，公安部门将按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等相关规定予以罚款记分。

截至 10 月 16 日，河南高速公路已有
357个收费站安装入口称重检测设备共408
套，提前完成建设任务。2019年计划通车
的周南、息邢、台辉等高速公路项目，共规划
建设 25套入口称重检测设备，这些设备将

在项目通车时一并完成。
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部署，从 2020年

1月 1日起，货车通行高速统一按车（轴）型
收费，并确保不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
同步实施封闭式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不停
车称重检测。

目前，岐伯山收费站称重检测车道已经

启用。按照“建成一个、调试一个、运行一
个”的要求，全省已经启用称重检测设备
150套；其他未启用的设备，正在进行硬件
试运行及软件系统的联调联试。

“发现违法超限超载车辆，收费员有
权拒绝其驶入高速公路。”省交通运输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交通执法、公安交
警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将车辆就近引导
至超限检测点，进一步进行检测，并依据
结果进行处罚、消除违法状态，同时对闯
卡堵站、寻衅滋事、扰乱秩序等行为进行
集中整治。

入口称重检测系统与交通执法系统联
网后，出现3次超限超载违法情况的车辆将
被纳入黑名单，相关部门将通过信用联合惩
戒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加大违法车辆信息
抄告和后续追踪查处力度，杜绝违法超限超
载车辆上高速，有效提升高速公路通行能
力，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广大货运业主、驾
驶员、运输企业和货物装载源头企业要合法
装载、守法运输，避免超限超载车辆驶入收
费站入口被劝返造成收费站拥堵。同时，超
限超载货车被劝返，并不意味着“高速不能
走了还有普通公路可走”，全省各地将加大
联合治超执法力度，对违法车辆依法实施处
罚记分。③8

河南高速357个收费站入口处装上“火眼金睛”

让超限超载大货车“无路可行”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李绍巍

轮式起降、自动控制、多链路监控、
组合导航，可抗风、雨、雷电……郑州航
空工业管理学院研制的工业级无人机

“郑航一号”一亮相就成了最耀眼的明
星；拿下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省赛一等奖，该校航空工程学院飞
行器创新实验室、众创空间智创未来团
队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环形翼无人
机，将大家的视线定格在蓝天。

10月21日，郑州航院迎来了70岁
生日，师生们捧出的独具航院特色的生
日礼物，饱含着对母校的情意和祝福，
也见证着学校科技创新的汗水和成
果。创新元素闪耀70岁生日，创新的
翅膀也必将助力郑州航院发展得更快
更好，助力郑航学子更好地成长成才。

“郑航一号”惊艳亮相，工业
级无人机研发取得新突破

10 月 19 日，郑州航院研制的工

业级无人机“郑航一号”，在该校举
办的发展论坛和建校 70周年大会上
正式亮相。

经过充分调研、方案论证，郑州
航 院 选 择 基 于 澳 大 利 亚 佳 宝
J230-D 有人机进行无人化改造，研
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郑航一号”
工业级无人机，开展了包括飞控、导
航、动力、电气以及测控等各分子系
统的设计、改装及集成联试，已完成
了首次飞行验证。

“郑航一号”无人机采用轮式起
降、全过程自动控制、多链路监控、组
合导航等技术，具有操作方便、可靠
性高和易维护等特点，并具备一定抗
风、雨、雷电等能力，其有效任务载荷
200kg，巡航速度 200km/h，飞行高
度 4000m，巡航飞行时间 8h。

“学校在‘十三五’事业发展规
划中明确指出，要立足航空产业，建
成航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航空大
学。”郑州航院院长李勇说，学校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启动了无人机重

大专项项目，将工业级无人机作为
研发重点，成立了无人机系统总体、
飞控导航以及测控等 3 个方向的创
新团队；2019 年 6 月成立郑航无人
机研究院，进一步增强无人机相关
领域的研发实力，同步推进科研成
果的转移转化。

李勇表示，在“郑航一号”工业
级无人机的基础上，郑州航院将坚
持航空为本，发挥学科优势、增强航
空特色，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具
有航空物流、国土资源勘测、农林植
保、气象探测、海事、应急救援等功
能的多用途无人机系统，为国防和
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环形翼无人机一飞冲天，拿
下省赛一等奖

我 拿 什 么 为 您 庆 生 ？ 我 的 母
校。思来想去，百折不挠，从研发到
设计再到制造，他们终于为母校 70
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独特的礼物——
一架自制无人机！

10 月 18 日，在郑州航院第二届
航空嘉年华的开幕式上，上演了一
场“ 华 丽 丽 ”的 机 器 人 、无 人 机 表
演。“与国同岁，共同发展。天下英
才，汇聚一堂。郑航郑航，胸怀蓝
天。郑航郑航，展翅翱翔……”高亢
激昂的《腾飞郑航》歌声中，两排机
器人整齐灵活地完成了一系列舞蹈
动作，环形翼无人机、苏 27 航模、穿
越机表演，将观众的视线定格在蓝
天。作为庆祝建校 70周年的一项重
要活动，航空嘉年华上这些科技感
十足的节目都是由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制作完成的，生动展示了学生
科技创新的成果。

“这一架是固定翼无人机中的
环形翼无人机，是我们实验室自主
研发、设计、制造的，凝聚了大家的
心血，饱含着我们对母校的情意。”
该研发团队指导教师、航空工程学
院飞机设计系主任刘战合向记者介
绍，这架航测无人机的环状布局，增
强了它的稳定性与抗风性，拿下了

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赛一等奖等奖项。“参与无人机研
发制作，让我们的专业能力、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接下
来，我们要大胆尝试，把更多想法变
成现实。”航空工程学院飞行器创新
实验室成员、该校飞行设计专业大
二学生夏陆林说。

创新引领发展，重整行装再
出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高校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

年轻人的锐意创新、朝气蓬勃，
让前来参加母校生日活动的老校友
们非常感慨：“七十年沧桑巨变，七十
年薪火相传。正是一代代郑航师生
的接力奋斗、不断创新，才有了学校
的快速发展。”他们动情地表示，在母
校的求学经历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
美好时光，特别是母校非常重视对学
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大
家终身受益。母校永远是校友们的

精神家园，永远激励着校友们超越自
我，为祖国拼搏，为母校争光。

在校学子纷纷表示，在这个蓬
勃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充满创新
气息的校园里读书何其幸福、何其
幸运，我们将不负时代不负青春，努
力拼搏，学好本领，成长为对祖国对
社会有用的人。

“郑州航院一定要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教育厅的具体指
导和悉心帮助下，在加强学校党的建
设上下功夫，在履行立德树人的政治
责任上下功夫，在持续推动内涵建设
上下功夫，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上下
功夫，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
心使命，把学校的一切工作做好。”郑
州航院党委书记付强表示，一代代郑
航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
励着我们不断奋斗。今天，我们重整
行装再出发，就是要走好属于我们的
新的长征路。我们坚信，郑州航院的
发展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郑州航院
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创新元素闪耀郑州航院70岁生日庆典

岐伯山收费站称重检测车道启用②23 李庆亚 摄

舆情暖焦点

新闻事件：10 月 20日，2019 西安国际马拉松赛开
赛，来自河南洛阳的残疾人杜亚甫，以轮椅 2小时 58分
的成绩“跑”完全马。杜亚甫 2 岁时因车祸失去双腿，
2017年接触马拉松后，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目前已跑
了 17场。赛后，他说：“家人希望我多出来走走，带动更
多残友融入社会。”

推拿是非常古老的中医外治手段，主要
是通过各种手法对不同穴位的刺激，达到治
疗的目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推拿科主治医师王雪霞说：“不管是成人推
拿还是小儿推拿，从业人员都需要具有深厚

的中医理论、推拿知识基础，而且要反复练
习扎实的手法，这些不是短时间培训就能掌
握的。”

尤其是小儿经络不同于大人，推拿时更
要求手法的轻快柔和、对症状的准确判断。

“小儿病情转变很快，辨证施治很重要。比
如感冒，有寒症和热症之分，推拿时所运用
的手法也应有所不同，而且要根据病情发展
不断进行调整。”王雪霞说，如果盲目推拿，
可能会导致外伤，或者延误治疗。

小儿推拿的适用范围，很多店家写了二

三十种病症，让人感觉小儿推拿“无所不
能”。对此，王雪霞提醒：“小儿推拿对于小
儿食积、腹泻、便秘、厌食、流鼻涕、发烧等效
果是很明显的，对其他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
定辅助治疗作用，但绝不是包治百病。”

专家建议，如果需要推拿治疗，要到正
规医院找专业的中医医师。“专业医师不仅
看表面症状，还会详细询问孩子的喂养情
况、发育情况等，必要时配合一些检查判断
是否适合推拿治疗，这样才能保证推拿治疗
的精确性和有效性。”王雪霞说。③8

对外宣传“包治百病”奈何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专家：小儿推拿有效但别盲从
10月 21日上午 10点，在郑州市广电南

路的一家小儿推拿店内，两个 3岁左右的孩
子正在接受推拿治疗，年轻的店员在孩子手
上飞快地揉搓着，店内张贴着小儿推拿的适
用范围，包括感冒、发烧、咳嗽、支气管炎等
20多种病症。“孩子咳嗽好多天了，吃药也
不见好，就来试试推拿。”“我们经常来，感觉
经常推一推不容易生病。”在一旁带着孩子
等候的几个家长告诉记者。记者注意到，开

始推拿前，店员会简单询问一下孩子的症
状，一次推拿持续大概 20分钟，价钱在 30
元至50元。

那么，这些从业人员是否具有医学背
景，又经过哪些培训呢？店内一名店员透
露，她并没有学过中医，但是参加过几个月
的中医推拿培训，拿到了合格证书。然而，
网络搜索“小儿推拿培训”就会发现，各类培
训班琳琅满目，有的赫然写着“包过拿证”。

“除了少部分人具有医师资格证，很多从业
者拿的都是‘保健按摩师证’，开店时有关部
门审批的是保健按摩类服务，店家以这个名
义开展中医推拿服务。”一位业内人士说。

按照相关规定，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
按摩、刮痧、拔罐等服务，在机构名称、经营
项目名称和项目介绍中不得使用“中医”“医
疗”“治疗”及疾病名称等医疗专门术语，不
得宣传治疗作用。

市场需求旺盛 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技术要求很高 切忌盲目进行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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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好小伙
省外扬美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励志哥坐轮椅2小时58分跑完全马

新闻事件：近日，河南开封的赵进前为了救一名陌
生的 3岁男童，爬上 6米高屋顶，不料屋顶坍塌，他抱着
孩子摔了下来。孩子安然无恙，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几天来，他的妻子一直守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每天都
期盼着丈夫快快醒来。

他为救人坠落昏迷 怀里娃安然无恙

10月20日20时26分，时间视
频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央视
新闻、中国日报、广西日报等多家媒
体转发相关报道。截至10月21日
20时，视频播放量达到386万次。

传播数据：

386 万次

10月 19日23时50分，梨视频
微博首发相关报道。此后，新华网、
大河报、央广网等多家媒体转发相
关报道。截至10月21日20时，视
频播放量达到736万次。③9

传播数据：

736 万次

漫画/王伟宾

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三审稿 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一些处理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
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也
明确，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
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据悉，草案二审稿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的过程中，有意
见提出，为更好地弘扬家庭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建议增加有关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
文明建设的规定。鉴于此，草案三审稿增加了相关规定。

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写入了法律。有学者认为，此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三审稿中关于“树立优良家风”的规定，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又一重要体现。

“将‘树立优良家风’写入草案，体现了立法者对于
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伦理规则的尊重，有利于鼓励和促
进人们对于家风的培养，有利于社会整体风气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说。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提请审议

拟将“树立优良家风”入法

10月 18日，游客在开封大梁门城楼内观看《微梦大
梁门》，这种通过 360度环绕六联屏互动的高清影像的
视觉引领，不仅再现了开封城摞城奇观，而且让游客感
受到不同的空间体验。⑨6 原书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