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孩子使用的手机不建议
绑定任何银行卡和支付软
件，树立孩子正确的经济价
值观，传达努力劳动才有回
报，付出才会收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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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护航美好生活

“好意”顺风车 助人应减责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王晓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在紧
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8 月 10
日，省招办提醒考生关注本科提前
批、国家专项本科批、艺术类本科提
前批、专升本和对口本科的征集志
愿时间。

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本科批、
专升本和对口本科的征集志愿时间
为 8 月 11 日 8:00—18:00；艺术类
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时间为 8月 12
日 8:00—12:00。

省招办将通过河南省招生办
公室网站和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
公布征集志愿信息。届时，未被投
档且符合成绩等条件要求的考生，
可 通 过 河 南 省 招 生 办 公 室 网 站
（http：//www.heao.gov.cn）选 报
征集志愿。

省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在高招
录取期间，对各批次未完成计划和
新增计划的学校，省招办全部向社
会公布，公开征集志愿，考生须在规
定时间内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
站，查阅相关信息。征集志愿投档
时，以当次征集的志愿为投档依据，

即使原来报有这些学校志愿，也应
重新填报。考生可凭本人账号和密
码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
服务平台”查看本人档案状态，已被
录取、预录取及阅档状态的考生不
可填报征集志愿。符合填报条件的
考生应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完成征
集志愿填报。网上填报系统关闭
后，考生将无法再进行任何填报操
作。③5

又讯（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王
晓彤）8 月 10 日，记者获悉，省招办
通过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
平台及时发布考生档案最新状态信
息，同时提供“一对一”推送服务，向
关注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
并通过验证的考生推送个人最新录
取状态。截至目前，考生服务平台
共为 9.6 万名考生发布了个人档案
最新状态，微信公众号共向 3.4 万名
考生推送了个人录取最新状态通
知。

省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可关注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绑
定个人相关信息，及时接收个人录
取信息推送。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通过直播
打赏、游戏充值、重金购买虚拟游戏装
备等方式实施诈骗，不法分子盯上了
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8月 10日，省
公安厅发布近期发生的涉学生诈骗案
件和防骗提醒，以让孩子和家长平安
度过暑期。

警方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涉
及学生的游戏相关诈骗警情里出现
的套路都比较相似，基本上都是以时
下最热门的几款手游、网游为噱头，
通过短视频APP、QQ群、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等学生们经常浏览的便捷
信息渠道，发布各类冠以“免费”字眼
的游戏装备、皮肤等虚拟道具获得途
径，有的更是直接声称可以“低价代
练”或帮助破解相关“防沉迷系统”。
一旦有学生上钩，他们便诱导学生下
载冷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咨询，实施
诈骗。

郑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主任郝锐
说，几乎所有被骗的孩子都知道父母
的支付密码。因此，家长要加强对未
成年孩子在使用手机、社交软件上监
督与教导，平时向孩子普及电信网络
诈骗防范知识，重点讲解针对游戏、
QQ、微信、网购等的诈骗手段，告诫孩
子在没有家长在身旁的情况下，不乱
点小广告，不点不明链接，不乱买游戏
装备，不乱扫二维码，不提供微信支付

码。对孩子使用手机进行一定的约
束，需要支付任何费用须经家长同意，
并由家长进行操作，最好不要让孩子
自己操作，定期更换支付密码以免被
孩子识破，一旦意识到被骗，务必在第
一时间打110报警求助。

“给孩子使用的手机不建议绑定
任何银行卡和支付软件，树立孩子正
确的经济价值观，传达努力劳动才有
回报，付出才会收获的理念。同时，家
长还应该以身作则，不做‘低头族’，要
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和陪伴，不让手
机、电脑等成为孩子的‘同伴’。综合
考虑与孩子约定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
时间，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如果发现孩子沉迷网络，要找出原因，
对症下药，切不可一味地指责或打骂，
以免其产生逆反心理。”郝锐说。③9

@高考生：

别错过征集志愿时间

暑期网络诈骗多发

当心“神兽”变“吞金兽”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这是一群普通又特殊的少年，他们的
父母常年在郑州打工，而自己则留守在农
村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他们的父母或是农贸市场的菜贩，或
是游走街头巷尾的瓜农，从事的都是体力
劳动，在郑州没有自己的房子。

每年，他们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才能
来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与亲人团聚。在父
母身边，他们依旧是那个懂事的孩子。父
母卖菜，他们就趴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写作
业；大人们卖瓜，他们就随着父母穿梭在
城市的大街小巷，困了就依偎在父母怀里
熟睡。

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里，他们没有任
何怨言。在他们的心中，能和爸爸妈妈在
一起就是世上最开心的事情。

来自商水县农村的侯和顺，在郑州多

彩农贸市场卖菜八年。八年来，每年只有
寒暑假能跟孩子团聚几天。侯和顺说：

“亏欠孩子的太多，好在孩子懂事，能理解
大人的不容易，我感到十分欣慰。”

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执念是为了孩子
可以牺牲一切，有一种朴实无价的情感叫
作父母疼孩子，孩子爱父母。愿这群孩子
和他们的父母永远健康、幸福。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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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菜摊前写作业 ⑨3 替父母卖菜的姑娘 ⑨3

侯和顺一家团聚侯和顺一家团聚 ⑨⑨33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在日常生活中，朋友之间、同事之
间时常会有免费搭车的情况，驾驶人
往往出于好意，为他人提供方便。但
是，一旦发生意外特别是交通事故，导
致乘车人受伤，在巨额赔偿金面前，

“好意”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冤家。西峡
县的付女士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付女士和杜女士是多年的好友。
2018年 4月的一个下午，两人一起打
完牌后，杜女士请求搭乘付女士的摩
托车去美发店。“大家是很熟悉的朋
友，美发店也离得不远，很自然就答应
了。”于是，付女士骑着摩托车，两人高
高兴兴地往美发店方向去。可谁也没
想到，路上却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发
生了交通事故，杜女士因此颅脑损伤
导致偏瘫。更让付女士意外的是，杜
女士把她和其他责任主体一同告上了
法庭，要求他们共同承担医疗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80余万元。
西峡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付女

士没有驾驶证就骑摩托车上路，违反
了交通规则，与杜女士受伤存在因果
关系，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因为付女士
是出于好意无偿让对方搭车，酌定她
承担 15%的责任。杜女士是主动要求
搭车，又未佩戴头盔，自身有一定过
错，也应承担 15%的责任。其余 70%
的责任由事故中其他责任主体承担。

提供免费搭乘，发生交通事故致
使乘车人受伤，驾驶人应该承担多
大的责任？该案审判长陈永江介
绍，以往的法律对此类问题并没有
明确具体的规定，而是由各地区的
法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或者由法
官根据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各自的
过错大小，对赔偿责任进行划分。
因此，赔偿比例也会不一样。而随着

民法典的颁布，此类问题终于有了明
确的法律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免费搭乘
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如果驾驶人没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就是说驾驶
人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根
据事故责任确定赔偿比例后，可以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少 驾 驶 人 的 赔 偿 数
额。“允许他人搭乘便车，为他人提供
方便，这种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倡的互帮互助和绿色出行理
念，应受到鼓励和支持。民法典此次
增设‘好意同乘’条款，有助于鼓励人
们助人为乐，符合公序良俗及公平原
则。”陈永江说。

值得注意的是，民
法典明确了驾驶人

在轻过失时可以减轻责任。但如果驾
驶人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出现重大
过失或存在故意，仍要承担侵权责
任。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法律保护同乘
人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在保护受害人
权益和鼓励善良风俗之间寻求平衡的
价值取向。

此外，如果是营运机动车发生事故
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不应当被减轻。例如，根据有关规定
免票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搭乘
公交车，发生交通事故，公交公司的责
任 就 不 应 被 减
轻。③8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
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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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华 崔小胜

黄河之畔，王屋山麓。愚公故里，
河南济源。这里孕育着一所冉冉升起
的教育明珠——河南省济源第一中
学。她始建于 1926年，是首批“河南
省示范性高中”、首批“河南省普通高
中多样化发展示范校”。学校占地
515亩，112个班，师生6000余人。多
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生为本，以师
为先，质量为上”的办学宗旨，秉承“知
周万物，道济天下”校训精神，德育为
首，五育并举，守正创新，全面发展，学
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教育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多样化特色发
展的教育新路。

一、德育为首，立心铸魂

育人为本，德育为首。作为“全国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该校坚持深化德育改革创新，构
建了完善的德育课程、校本课程、传统

文化课程和实践育人课程的德育课程
体系，有效促进了德育工作专业化、规
范化、实效化发展，形成了“全员、全
程、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

“入学仪式、成人仪式、毕业典礼”,
成为学校的三大德育特色精品课程，隆
重而有仪式感，引领学生在体验中成长，
教育意义深远。多年来，学校践行“一切
活动皆课程”的理念，持续开展德育论
坛、德育优质课观摩活动，将班会、升旗
仪式、传统节日、志愿服务、心理健康教
育、安全教育等纳入德育课程体系整体
研发，创新思政课堂，实施激情教育，持
续开展“三周五节”（即新生教育周、心理
健康周、综合实践周、美育节、体育节、科
技节、读书节、社团文化节）校园文化活
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等教育活动，培育学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该校长期扎实开展各
种文明创建活动，师生文明素质得到不
断提升，今年初荣获了“河南省文明校园
标兵”称号。

该校活跃着一支以“8+1工作室”
为代表的德育研究和实践团队。河南
省王磊名班主任工作室、晓琳电影课
程工作室、学生发展中心、家教中心等
教师成长共同体立足校本，利用网络
平台，带动本校及全国2000余名德育
工作者参与研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们迅速推出网络思政课、“三段
九阶”电影课程、“疫情防控心理疏导
10堂课”等课程，以疫情防控为教材,
凝聚爱国主义教育“硬核”力量。研发
特色德育课程，出版学术专著，异地复
制带动，他们引领着全国班主任研究、
电影课程开发等德育课程发展，彰显
出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和品牌影响力。

二、智育创新，提质增效

以质求进、提质创优是该校保持
蓬勃发展的秘诀之一，以激情教育为
抓手，以“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为载体，
突出“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改理
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育教学

在传承中发展，在实践中优化，在创新
中突破。学校以“韩玉奎劳模创新工
作室”为龙头，依托学科名师工作室，
组建专业发展团队，通过同课异构、青
蓝工程等措施，厚植专业精神，增强专
业能力，培育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的师资队伍。目前，该校 80余名教
师在省优质课及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一
等奖，12 人获全国优质课大赛一等
奖。这样优秀的教师团队，创造着学
校日新月异的辉煌业绩。2012 年至
今，有 68人被清华、北大录取，每年都
有一大批学子被“双一流”院校录取。

三、守正出新，品牌兴校

“守正”就是守道德之正，传承优
秀理念和规范，形成良好的发展态
势。特色发展、品牌兴校是该校发展
战略之一，以体育彰显学校精神、以美
育彰显学校品位、以劳育彰显学生品
德，努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多样
化特色发展。

体育聚力，强身健毅。学校运动
场馆齐全，设施设备一流，师资力量雄
厚，体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激情跑
操、运动会、足球（篮球）联赛等体育活
动常态化开展，竞技体育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已立足河
南，走向全国。多次承办大型体育赛
事，每年有百余人获得国家一、二级运
动员称号，近两年 3名高水平运动员
被清华、北大录取，展现出学校优质的
办赛水平和体育综合实力。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学校全面推
进美育改革，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精”的品牌建设思路，将美育普及
活动与专业培养相结合，成立特长班，组
建艺术团，举办戏曲进校园、书法进行校
园等活动，引导学生在美育实践活动中
增强文化自信，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学
校艺术团80余个节目在省部级展演中
获奖,曾应邀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
国香港访问演出。合唱团节目在全国第
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荣获一等奖，

战“疫”作品《云合唱》被新华网、光明网
等网络广泛转载，充分展示了该校高水
平的美育成果。每年都有一批特长生被
体艺名校录取，彰显出学校多年来坚持
体育、美育特色发展的成果。

躬行实践，力学笃行。学校历来
重视劳动教育，出台了劳动教育实施
方案，劳动课程进课表，创新课程内
容，充分利用有限的劳动资源，创新开
展生产性、服务性劳动教育。坚持全
员卫生承包责任制，组织学生参与校
园卫生保洁、绿化美化、志愿服务和家
务劳动等，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和
研学旅行，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
强体、以劳育美。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谈到学
校未来时，校长韩玉奎讲道，“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我们将不忘教育初心，牢
记育人使命，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守正
创新，笃行致远，奋力谱写新时代普通
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的新篇章！”

五育并举育英才 愚公故里花满枝
——奋力书写河南省济源第一中学多样化特色发展奋进之笔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8月 11日
起，我省多阵雨、雷阵雨，夜里到 12
日，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这是记者 8月 10日从
省气象台获得的信息。

前期我省沿黄及其以北降水明
显偏多，11日—12日上述地区仍有
大到暴雨，强降水落区叠加，需加强
防范豫北山洪和地质灾害，密切关注
我省黄河和海河流域可能出现的汛
情，防范城市内涝及农田积涝，同时
做好大秋作物田间管理。

9日 6时到 10日 6时，信阳地区
东部和三门峡地区南部降下阵雨、雷
阵雨。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固始
番城，48.4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
在固始洪埠，45.3毫米。

省气象台最新预测，11日白天，黄
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11
日夜里到12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
雨、雷阵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13日到16日，西部、北部
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③9

注意！今晚这些地方有暴雨

……“好意同乘”可以减
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