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下午! 新乡市后辛庄一块空

地上!传出阵阵欢快的鼓声" 只见村民#军

鼓队队长李培花手中指挥棒一挥! 鼓点立

变! 而几十名农民鼓手也随着节奏变换出

不同的队形!煞是好看"

李培花说$%大学生&村官'教会了俺基

础乐理!还让俺握了几十年锄头的手!能拿

得起这些&洋'乐器" (

李培花口中的%大学生&村官'(!是该

村村委会主任助理赵蕾"

"$$%

年
&

月
"%

日! 安阳师范学院音乐

学系音乐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赵蕾! 通过公

开选聘!正式担任了后辛庄村委会主任助理"

一个地道的城里姑娘! 一个擅长唱歌跳舞的

大学生!在农村又能干些什么呢) 结合村里实

际!思考再三!赵蕾决定先利用自己的特长!

组建一支军鼓队!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上网找练习资料!联系购买军鼓!定制

服装! 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村民上基础乐理

课" 训练仅一个多月后!阳光军鼓队正式登

场演出" 整齐的服装!雄壮的气势!娴熟的

动作! 这场精彩的演出一下子就博得了个

%满堂彩(" 很多观众惊讶质疑$%这些是农

民) 不可能* (

管乐队#腰鼓队#舞蹈队#二胡演奏队!

赵蕾又一口气把村里的
'!$

多名村民拉进

了她的%民间(文艺团体!村民们也都不再

去打牌!有空就去练乐器!向%赵老师(学习

新东西了" 如今!每逢重大节日和活动!后

辛庄都会鼓乐齐鸣"

编写村歌!制作新农村挂历!参与村志

出版工作" 配合村实业公司发展经济!引进

企业十余家" 参与编写后辛庄新农村规划!

撰写后辛庄新农村建设论文++赵蕾这个

%村官(干得红红火火#精彩迭出"

这个
"%

岁的%小姑娘(还有更大的%野

心(" %我希望能通过自己和更多人的努力!

缩小农村和城市的距离" 等没有了农村和

城市的区分!在哪里工作不都一样)* (

!()

百姓身边人和事
!"# $%&#'($

本报讯 ,记者王胜昔 通讯员李世强-

近日! 记者从开封市文物部门获悉$ 通许

县文物普查队在邸阁镇清真寺后殿发现一

组
("

扇保存完好的木雕门"

据介绍!该组
("

扇木雕门为邸阁镇老

清真寺遗物!约有
"$$

年历史"每扇门高约

)

米!上部为镂空木格!下部为浮雕" 每扇

门有
)

组浮雕,上下为横幅木雕!中间为圆

形浮雕-!共计
)%

幅"雕刻精美!栩栩如生"

据了解! 该组木雕是开封目前发现保

存完好的唯一一组木雕! 因此具有很高的

艺术和文物研究价值"

!*

!

各地传真

组版编辑 芦 瑞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 %$&'(

!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秦亮- 记者
!

月
"#

日从省教育厅

获悉! 今年我省
(%

所高中获准设

立
(&

个 %宏志班(! 总计招生为

*+$

人"

据介绍!%宏志班(的招生对象

为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确实无力

完成高中阶段学业的应届初中毕

业生" %宏志班(属自主招生!符合

条件的学生!可持所在学校推荐证

明!乡#村或社区#街道居委会出具

的贫困证明和中考成绩单!到所在

地县,市#区-教育局报名" 考生也

可直接到招生学校报名!每位考生

限报一个志愿"

招生学校对符合条件的考生!

依据中招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

定结果!统一由高到底!择优录取"

任何地方和学校不能提前#单独组

织考试"拟录取学生名单!会在媒体

上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

于
&

月
(!

日以前报省教育厅审批"

有资格面向全省招生的普通

高中有
#

所!分别是河南省实验中

学#河大附中#郑州四十七中#平顶

山一高#漯河高中#河南师范大学

附中#鹤壁高中!除郑州四十七中

招收
(!$

人外!各校均招收
!$

人"

还有
*

所学校面向学校所在

的省辖市招生!分别为$三门峡一

高 #南阳五中 #开封高中 #焦作一

中#项城一高#漯河实验高中#安阳

市二中#淮阳中学#商水县一高!各

校均招
!$

人"

!*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

岳玲艳-

!

月
"#

日! 记者从省交警

总队了解到!省公安厅决定将河南

省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接入交警部门车驾管业务大厅

受理岗!从
%

月
(

日起!在全省实行

暂住人员办理机动车入户及驾驶

证业务时进行网上信息核查比对"

据了解!省公安厅要求公安派

出所民警在为暂住人口办理暂住

,居住-证时!要严格按照规定!认

真核查暂住人口有关情况!并将暂

住人口基本信息及时录入到省级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信息系统"除郑

州市试行居住证外!暂住证全省统

一格式!统一内容!统一编号!一律

使用计算机打印! 手工填写无效"

并加盖暂住人口管理专用章"

据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凡暂住证信息与网上暂住

人口登记信息不符的!没有本人照

片或网上没有暂住信息的!不得办

理车驾管业务"暂住人员办理机动

车入户及驾驶证业务进行网上信

息比对!相关部门不得收取任何费

用"凡发现违规办理暂住证或车驾

管业务!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秦亮-

!

月
"#

日!记者了解到!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调整了对四川省的

招生政策!加大对四川省重灾区考

生的照顾力度"

为了进一步支援地震灾区!让

受灾的高考考生能顺利入学! 郑州

大学采取优惠政策照顾四川灾区考

生! 坚决执行教育部面对重灾区的

相关高招政策! 招生计划向重灾区

考生倾斜!在原定
"$$&

年在四川招

生计划
#$

名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和

增加在川招生计划. 对于今年录取

到郑州大学的重灾区新生! 郑大将

免收其全部学费! 并采取最大限度

的助学措施!确保其顺利完成学业"

河南大学推出面向四川地震

灾区的高考招生优惠政策$凡达到

河大在当地录取分数线!按照教育

部规定的投档政策!学校将优先录

取受灾地区的新生.凡被河大录取

的四川考生! 学校开设绿色通道!

确保其在第一时间顺利入学.凡是

受灾地区的新生!学校将免其全部

学费且在上学期间为其提供勤工

助学岗位"

!#

我省 !"所中学将招 #$$名宏志生

暂住人口办理车驾管业务需经网上核查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对灾区考生推出高招优惠政策

!

关注高招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 通讯员连 欣 -

新修订的律师法将于今年
%

月
(

日起实

施"新修订的律师法新在哪里)对律师的执

业权有哪些保障性规定)

!

月
"#

日!记者请

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

解读"

个人可开办律师事务所

新修订的律师法首次明确个人可开办

律师事务所!但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条件

相对较为严格! 除应当具备有自己的名称#

住所和章程!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

定数额资产等条件外!还规定$设立人应当

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的律师!设立人对

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据了解!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是国外

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 但我国原有的律师法

只规定了国家出资#合作#合伙三种律师事

务所组织形式" 个人律师事务所的优势在

于$更专业化.责任明确!运作效率高.运作

成本低!相应收费会低.有利于律师贴近社

区#乡村!为百姓服务"

律师会见嫌疑人!不被监听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一直是

律师执业的%三难(!社会各界反映强烈" 新

律师法有应对性地出台措施!来破解这些难

题"

新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

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

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

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

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新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阅卷范围 !规

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

书及案卷材料" 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

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

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从原来的%可以(阅

卷!到%有权(阅卷!强化了律师执业权利"

与此同时!新律师法还规定$受委托的

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 可以申请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

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的!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

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

务有关的情况"

律师"法庭言论#不受法律追究

为保障律师辩护权#辩论权!新律师法特

别新增$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

不受法律追究" 但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

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此规定有条件地赋予了律师参与法庭

诉讼活动言论责任豁免权!使律师能够充分

履行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职责!在法庭

上大胆陈述辩护或代理意见!最大限度地发

挥法庭庭审功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及其他诉讼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这位负责

人说"

此外!新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在参与诉

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 逮捕的!

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

",

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律师事务

所及所属律师协会"

!()

%月 (日起!修订后的律师法开始施行

律师阅卷告别门难进脸难看

本报讯 ,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毕海滨

孙伯韬-近日!濮阳县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

特大打孔盗窃石油案!在案犯罪嫌疑人
(!

人" 主犯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年!其余

罪犯分别被判处
()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原-洛,阳-输油管道是河南省唯一

一条长距离# 大口径地下输油管线! 全长

"&%

公里!年输油量
!$$

万吨!同时还输送

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油!被称为中原大

地的%经济生命线(" 法院审理查明!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管某#晁某#宋

某等人在中洛输油管线上多次结伙打孔窃

油!先后作案
,"

起!盗窃原油
(%$

余吨!涉

案金额达
,&

万余元"

!*

本报讯 ,记者李定宇 通讯员王文书-

!

月
"#

日! 记者从浚县有关部门获悉!随

着第一批价值
!

万美元的石雕产品日前运

抵泰国! 浚县主要文化支柱产业///石雕

石刻
-

实现了首次跨越国门的历史性突破"

据了解! 该县天然古建石雕工艺有限

公司# 艺风古建石雕工艺有限公司与泰国

陶英陶集团合作! 负责兴建曼谷青山苑内

各种石雕建筑!工程预计可创外汇
'+

万美

元"近年来!浚县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

名片!做好文化产业大文章!先后培育了泥

塑#石雕#古陶等多项知名文化产业品牌!

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仅石雕

石刻业!年产值就达
'.)

亿元"

!*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在我省首批接

治的地震灾区伤员中!

'+

岁以下的孩子有

'%

人" 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后!他

们在心理上最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呢) 心理专家的答案是$安全感"

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史晓

红几天来一直为灾区伤员们进行心理康复

治疗" 他告诉记者!现在伤员们都处于创伤

后的应激状态!虽然已经消除了灾难发生时

的紧张#恐惧和麻木!目前表面上情绪波动

不明显!但内心依然痛苦"特别是孩子们!很

多表现出了自我封闭#紧张#敏感等症状"

史晓红说! 目前孩子们最需要的是安

全感! 这期间他们只会对信任的人打开心

扉"近来有不少媒体来病房采访!一些志愿

者也将承担起照顾伤员的职责! 史晓红对

他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 媒体采访前一定要先了解采访对

象的身份经历! 避免对有严重心理创伤的

孩子造成刺激" 不要随意询问一些敏感话

题!例如提及伤残儿童的残肢等"

二#学会与孩子建立信任关系!让孩子

感受到安全#平静#温暖和友谊!要用发自

内心的亲善和微笑来面对孩子"

!%

生活关怀
#$$%&$'(&

灾区来的孩子
最需要安全感

濮阳!宣判特大盗油案

浚县!石雕首出国门

通许!发现清代木雕门

女大学生!村官"的文化生活
!

本报记者聂广鹏 本报通讯员赵同增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王春丽-近期社会上一些非教育招

生部门频频邀请高校参加所谓的

高招咨询活动!更有甚者假冒省招

办名义欺骗高校参加并收取高额

费用!他们的举动!干扰了我省正常

的招生秩序"近日!记者从省招办获

悉!我省禁止高校参加非教育#招生

部门组织的招生咨询活动"

据了解!省委宣传部#省招生

考试委员会明确提出严禁举办以

营利为目的的招生宣传咨询活动!

各种招生宣传咨询活动!不得对院

校和考生收费"高校不得参加非教

育#招生部门组织的招生宣传咨询

活动!更不得委托中介机构组织招

生宣传.省教育厅也规定招生现场

咨询活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非教

育系统不得举办"

省招办重申!为了满足广大考

生了解高校# 选择志愿的需要!经

省教育厅批准!省招办将在河南农

业大学#黄河科技学院两所高校校

园内举办高招现场咨询活动"这是

我省唯一的由教育部门举办的高

招现场咨询活动"

!')

我省高校

不得参加非招生部门组织的咨询活动

!

月
"#

日!中原工学院的李教授一堂精彩的奥运礼仪讲座吸引了

来自惠济区的
"$$

余名保洁工"绿化工"保安队员等服务人员#

")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

月
"#

日!开封大学和加拿大麦瑞$维多伦学院服装

设计作品联合展演在开封市举行!中外大学生争相展示自

己的得意之作#

")

李俊生 摄

中外大学生
设计大比拼

为留守儿童送关爱

"!

月
"%

日!在社旗县永兴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正在品尝营养丰

富的午餐# 为使在这里学习生活的农村娃感受到家一样的亲情!该校科

学搭配!合理安排孩子们的膳食#

")

宋同杰 摄

#!

月
"#

日!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大河涧村

的
&!'

名小学生领到了崭新的书包# 当天!由鹤壁市淇滨区组织的%留

守流动儿童关爱工程&活动全面启动'

")

李国庆 摄

律师

取
证

阅
卷

本报讯 ,记者陈 茁 实习生

秦亮-记者近日从省民间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第三次工作会议获悉!根

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

作委员会的部署!我省决定从今年

起!启动%河南民间美术遗产普查(#

%河南古村落紧急普查(及%0中国民

俗志1,河南县卷-编纂出版(等
)

个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工作"

据了解!河南民间美术遗产普

查将分%点(%面(两种形式来进行"

%点(以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

民间泥彩塑为重点!%面(全面的调

查!包括崖画#壁面#砖画#玻璃画#

陶瓷画#纸画#面谱等所有农耕时

代留下的民间美术彻底查清"全部

工作将于
"+'+

年完成!并出版0河

南民间美术遗产集成1 共
%

卷!分

别是$0河南民间美术遗产图录1

'

卷!0河南民间木版年画1

'

卷!0河

南民间剪纸1

"

卷和 0河南民间泥

彩塑1

"

卷"

河南古村落紧急普查将对全

省各地经典独特的古村落进行紧

急#快速#抢救性记录!以图片和文

字的记录成果编纂出版0中国古村

落名录2河南卷1!以展示我省古村

落的文化风采!并为今后建立全国

性古村落保护体系提供基础成果"

据悉!该书将以村落为单元!按省

辖市分编! 争取于
"+'+

年完成全

部出版工作"

0中国民俗志1,河南县卷-是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是一部忠实记录中

原民俗文化事象的百科全书"根据

要求!0中国民俗志1,河南县卷-全

省每县,市#区-一卷!每卷
)+

万字

左右!全省出齐约
'!+

卷!至
"+')

年全部出版完毕"

!#

我省启动民间美术普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