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 茁 "记者日

前从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获悉 #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近日决定 #在

郑州轻工业学院建立 $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学术研究基地%&

随着全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作向纵深发展# 加强对河南丰富民

间文化遗产的分类整理'学术研究'

编纂出版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省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拟依托郑州轻

工业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力量# 建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研究基

地%& 经中国民协专家组考察认定#

决定在郑州轻工业学院建立 $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研究基地%&

当前#该学术研究基地已承接

了$河南民间美术遗产普查%专项

任务#将负责对全省民间美术遗产

普查工作的指导培训及普查结果

的研究与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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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一幅用
!""#

张笑脸

照片合成的图案 !右上图为局

部"!表现的是社会各界期盼奥运

到来的喜悦心情"

为把民间喜迎奥运的气氛全面

地表现出来! 我省摄影师孟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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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开始!历时
#

个月!

不辞辛劳寻找笑脸"其间拍到了不同

职业#性别#年龄的人笑脸照片
%"""

余幅!其中有熊倪#陈龙灿#李婷等奥

运冠军!马金凤等著名艺术家!奥运

火炬手和参与$鸟巢%建设的农民工!

百岁老人#地震灾区儿童#国际友人

等" 然后! 作者从中选出
!""#

张照

片!合成这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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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旭兵 通讯员

谢 敏"最近#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办

事的当事人再也不用担心摸错门

找错人了& 省高院实行 $导诉%制

度# 由法警大队每天安排专人在省

高院大门口值班#负责将当事人带

到法官面前&

$导诉%制度实行以后#省高院

在大门口设立$导诉台%#由法警总

队选调有经验的法警作为 $导诉

员%#佩戴$导诉卡%#按照当事人办

事需求将当事人带到法官办公室&

据统计# 自
"

月
#$

日省高院实施

$导诉%制度以来#半个月共$导诉%

来访群众
%""&

余人# 工作日平均

每天 $导诉%

'&&

余人# 仅
"

月
'#

日就$导诉%

'"(

人&

针对省高院的这一做法 #省

内法律界人士认为 #在 $法律威

严 %之外 #加上一些 $法律温情 %#

很好地处理了司法程序与方便

群众的关系 #很好地体现了人民

法院工作 $司法为民 %'$司法便

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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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晖 实习生

路畅" 记者从高招录取现场获悉#

从
!

月
*

日开始#我省普通高招全

面进入专科录取阶段#首先进行录

取的是高职高专一批的学校# 这批

学校在本批共录取
)+)*"

人# 其中

文科
%))*%

人#理科
*,&&,

人&

参与本批录取的学校主要是本

科院校专科班'独立设置的高等专科

学校及其他经批准的高职高专学校&

本批具体投档时间(一志愿
!

月
*

日
!-&&

开档#

!

月
"

日
.*-&&

录检截止) 二志愿
!

月
!

日
!-&&

开档#

!

月
!

日
.*-&&

录检截止&

本批未完成的计划于
!

月
!

日

晚通知市县招办# 并在河南省招

生办公室网站公布 &

!

月
)

日

!-&&!.!-&&

考生填报征集志愿 &

征集志愿将于
!

月
. &

日
.&-&&

开档#

.*-&&

录检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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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晖 实习生

路畅"今年我省中专招生计划为
%%

万人#比去年增加
.&0

&

!

月
+

日#

我省中专第一次集中录取开始#省

招办统一划定的五年制和 $

(1'

%全

省最低录取分数线为
'(,

分&

今年我省省属普通中专'幼儿

师范'五年一贯制实验班'$

(2'

%分

段制高职及省外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简称省管学校"仍然采取两次

集中录取的办法&第一次集中录取

于
!

月
"

日前在郑州进行#第二次

集中录取安排在
.&

月中旬&

今年省内外
(+.

所学校在我省

招生#既有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五年一

贯制实验班和$

("'

%分段制高职以及

三年制普通中专)也有招收高中毕业

生#学制为一至二年的普通中专& 今

年省属中专招生计划为
.+

万多人#

其中五年制和$

("'

%计划
+.((,

人#

比去年减少
*(),

人#减幅
.(3+0

&

普通中专实行多次报志愿'多

次录取的办法#第一次集中录取前

的报志愿由各省辖市及重点扩权

县!市"招办负责&第二次集中录取

前的报志愿由招生学校负责#考生

可持毕业证'准考证'成绩单到普

通中专学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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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在公交

车上受到性骚扰能不能给对方以

惩罚* 遭遇家庭暴力怎么办* 随着

+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 ".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我省妇女

在解决上述麻烦时将有更有力的

法律依据&

性骚扰者要承担法
律责任

据调查#公交车 '办公室是女

性最容易受到性骚扰的地方 #随

着手机的普遍使用和功能日益强

大#给女同事发短信'图片进行性

骚扰的事件经常出现& +办法 !修

订草案 ".明确规定 #禁止利用职

务从属关系'监护或者管教关系 #

对妇女进行侮辱'猥亵&禁止以行

为 '语言 '文字 '图片等形式故意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 有关单位和

机关接到投诉后应当认真查处 &

违反此规定的将由公安机关给予

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鼓励为受虐妇女建
立庇护所

+办法!修订草案".规定#禁止

对妇女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出求

助或者有知情人进行举报#公安机

关应当及时出警& 草案还规定#$县

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

设立或者指定妇女庇护场所#并应

当扶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建立妇女

庇护场所& 为遭受家庭暴力暂时不

能归家的受害妇女提供庇护和临

时性救助& %草案中用了$可以%而

不是$应当%#主要是考虑当前普遍

建立庇护场所的条件还不具备&

更关注城乡妇女就业
和财产权益

在一些地方的私人企业' 三资

企业中# 女工怀孕被炒现象时有发

生& 为防止此类问题出现#+办法!修

订草案".强化了对妇女经期'孕期'

产期'哺乳期的保护#规定用人单位

不得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为由辞

退女职工# 即使劳动合同期满或者

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

用人单位也应当将劳动合同延续至

孕期'产期'哺乳期满为止!女职工同

意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外"& 农村妇女

在土地承包经营' 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股权分配'农民社会保障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土地征收或者

征用补偿费使用分配以及宅基地使

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益#

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

为由进行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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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日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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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支建煤矿淹井事件成功

救援为背景#以关注矿工安全'关爱

当代矿工生活为题材的
'&

集电视

连续剧+大爱无形.剧本研讨会暨新

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

年
"

月
')

日# 三门峡陕

县支建煤矿发生淹井事件#

*)

名矿

工被困井下
"*

小时后成功获救#创

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 据

介绍#+大爱无形. 是我国第一部将

镜头对准一群矿山救护队员' 正面

描写中国矿难救援的电视剧&

该剧由著名导演翟俊杰任总导

演& 据了解#目前剧组正在筹建#主

要演员也在甄选之中# 预计今年
)

月将在我省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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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超群 张如铁"

!

月
#

日#由河南影视集团'河南仁

和影视文化传播公司联手打造的

,&

集大型情景喜剧+驸马村.#在郑

州新密市沟桥村开拍& 这是目前我

省拍摄的最长的电视连续剧&

+驸马村.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小

山村的故事#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

朴# 娶上门女婿成为村里的风俗#人

称$驸马村%& 电视剧围绕村民土地承

包'果园经营'家产继承等问题#以不

同年龄段的农民的爱情生活和人生

轨迹为主线#塑造了中原农民宽厚朴

实'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

和高尚品德# 展现了改革开放
(&

年

来中原农村和农民的可喜变化&

本报讯 !记者王胜昔 通讯

员李世强"$北京奥运村北苑公

园绿化得非常美# 咱河南人功

劳最大# 光在北京奥运村承担

花草树木养护工作的开封老乡

就有
"&&

多人& %

!

月
#

日上午#

开封花农宁潜孝接受电话采访

时对记者说&

今 年
,)

岁 的 宁 潜 孝
'

月份和
,&

多名开封同 乡 一

起来到北京奥运村北苑公园

担任绿化养护工 & $我们负责

养护的北苑公园是奥运村里

一个重要的街心花园 # 距离

0鸟巢 1仅
#

公里左右 & 北苑

公园养护级别也是最高的特

级养护 #技术要求极高 &我特

意买来一些专业书籍 # 把每

天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研究

如何养护花草树木 & %宁潜孝

告诉记者 &

刻苦好学的宁潜孝很快就

进入了角色# 对公园内各种花

草树木的习性都有了较为全面

的了解& 电话那头#宁潜孝的声

音洋溢着喜悦和自豪($能在奥

运村做绿化养护工# 也算是为

北京奥运会贡献了自己的绵薄

之力# 我会永远记住这段美好

的日子2 %

!*

本报讯 !记者聂广鹏通讯

员赵同增" 小朋友们随着欢快

的音乐跳起动感的拉丁舞 #引

得年逾七旬的老大爷跃跃欲

试# 十几位大妈把太极扇舞得

如行云流水# 握惯锄头的手正

专注地挥毫泼墨33日前 #在

新乡县七里营镇南苗庄村 $迎

奥运俱乐部%#记者见到了这样

一幕&

$我们这个由村民自发组

织的俱乐部# 就是为了迎接奥

运#为奥运加油鼓劲#表达咱农

民对北京奥运的热情& %俱乐部

发起人' 南苗庄村民苗元哲向

记者这样解释&

今年
+

月 #随着奥运一天

天临近 #苗元哲决定把关心奥

运 ' 支持奥运的村民组织起

来 # 成立一个 $迎奥运俱乐

部 %# 进行体育锻炼 ' 心理咨

询 #用各种形式表达村民对奥

运的期盼&

宣传奥运 ' 征求村民意

见 '自费购置器材 '起草俱乐

部文件33

(

个多月后 # 迎奥

运俱乐部444$励志健康俱乐

部 % 正式成立 & $0励志 1'0健

康 1# 这是我们农民对奥运精

神的解读& %苗元哲说&

!#(

省高院实施!导诉"制度方便当事人

高职高专一批 !日开录

今年我省中专招生增加 "#$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省妇女权益将得到更有力保障

电视剧!大爱无形"

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五十集轻喜剧
!驸马村"开拍

&上接第一版'成为全国百家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世纪之交#加

快资本运营步伐# 加快产品结构调

整#垂直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无一不

是解放思想的典范之作&

自
!""&

年以来# 安钢提出并

实施 $三步走 %发展战略 #以前所

未有的魄力 #破解了土地 '资金 '

技术等被很多人认为$不可逾越%

的难题# 迅速跻身于国内钢铁行

业第一梯队& $三步走%的成功实

施# 更是安钢发展历史上解放思

想谋发展的经典之作&

永远在过#紧日子$

$安钢
'"

年的发展历程#同样

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一

部团结拼搏的奋斗史& %安钢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吴长顺说&

从安钢大门走入厂区#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栋很不起眼的旧

楼# 这就是被安钢职工亲切地称

为$大楼%的安钢办公楼& 其与不

远处高大气派的现代化厂房相

比#有些相形见绌#但安钢人从未

因此而感到$寒碜%& 这座建于安

钢建厂之初的
'

层办公楼# 至今

依然是整个安钢集团的决策指挥

中枢& 这也是安钢人厉行节约'艰

苦奋斗的最直接的见证&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一直是安

钢人的传家宝&

'"

年的发展中#安

钢人似乎永远都在$过紧日子%#不

论是投资几百万元的小项目#还是

动辄数十亿元投资的大工程#安钢

始终严把资金投向投量关#坚持把

资金用在刀刃上#$决不把一分钱

浪费到企业的发展之外%&

铁军 铁魂 铁班子

$安钢能从小到大'从大变强#

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就是有一支

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职

工队伍& %吴长顺说#在安钢#有个

不成文的规矩( 从集团公司领导

到一线生产车间干部# 不论春夏

秋冬# 阴晴雨雪# 每天早上
$

时

前#他们都会准时赶到工作岗位#

比一般职工提前半个小时& 生产

一线全部装上空调后# 公司领导

办公室才安装&

在安钢#一有突发事情#不用

干部号召#生产骨干'普通职工都

会主动跑到现场#保护设备#解决

问题&

!""(

年
#

月的一天深夜#狂

风大作#暴雨倾盆#安钢生产受到

威胁& 公司领导齐刷刷地在最短

时间汇集到总调度室#了解情况#

指挥抗灾& 正在休息的职工也从

四面八方赶赴生产一线# 与暴雨

抗争# 与洪水搏斗& 由于抢救及

时#最终#安钢的生产经营未因大

雨而受到任何损失&

几乎所有到过安钢的人都说#

安钢的管理经验可以学# 但安钢

人那种独具魅力的企业文化 '敬

业奉献精神却很难学得到&

%不干便罢&要干就要干好$

高起点'高目标'高定位#勇争

一流#是安钢制胜的又一法宝&

$凡是比我们指标好的企业#

我们都要派人去学习'去取经& 回

来后认真与自己的生产实际做比

较#详细制定整改措施#促进我们

的指标上台阶& %安钢炼铁厂厂长

郭宪臻说# 他们厂每年都要派出

相当多的技术骨干到国内先进企

业去$对标找差距%&

安钢人就是这样始终把自己

放在国内钢铁行业的第一平台 #

与宝钢比 '与鞍钢比 '与武钢比 #

与所有钢铁强厂比#努力$找差争

优 %#以期实现指标 $系统最优 %'

$行业最优%& $指标最优%成为安

钢的一大品牌&

$不干便罢#要干就要干好%#正

是靠着这种精神#近几年#安钢把目

光盯在了钢铁行业的前沿高端#建

设了一批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大型

装备&在建设过程中#不少工程都创

出了同行业建设'达产的新纪录&在

生产上# 瞄准行业先进的经济技术

指标#找差距'定目标'紧赶超&仅今

年上半年# 在安钢股份公司考核的

&')

项指标中#同比提高的就有
*%)

项# 占
')+#,

# 其中#

*--

吨转炉'

&'

吨转炉钢铁料消耗等重要指标跃居

国内同炉型首位# 多项指标进入行

业先进水平&

半 个 世 纪 铸 就 的 ! 安 钢 精 神 "

"# 年辉煌看安钢之二

农民组建!迎奥运俱乐部"花农奥运村里做!护花使者"

!

#

月
)

日 !太

极拳大师陈正雷带

领太极拳爱好者表

演太极拳 ! 表达了

太极拳故乡温县人

民期盼奥运的喜悦

心情 "

"&

王红亮 摄

!

$

./0123/ 42 56789 +:/4

(

; </ =22> ?@7/8>;+

%台上选手和评委老师进行着

流利的英语对话"为提高客运服务质量!服务出行旅客!日前!郑州客运段在全

段万名职工中举办$迎奥运#强英语%客运服务会话比赛!通过比赛让职工掌握

一些基本英语会话!更好运用到客运服务工作之中去"

"&

于亚男 张 强 摄

张笑脸
迎奥运

近日! 来自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教育学院的两名教授路易斯)威

特克罗夫女士和安东尼)克里斯先生为漯河市英语教师送上了幽默#

风趣的课堂教学方法" 该市最近对全市两县三区及经济开发区的
'-

多所学校的
*--

名英语教师进行了培训"

"&

王铮 杨东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熊 飞"暑期是青

少年上网的高峰期#今年暑假#漯河

团市委会同有关部门# 整合网络资

源#加强思想教育#开通网上青少年

沟通娱乐新平台# 努力使广大青少

年过一个健康'积极'快乐的假期&

$漯河新青年网% 是当地的青少

年官方网站#该市在这个网站上专门

开通了$暑期学习园地%专栏#将其作

为构筑暑期健康网络的举措之一&专

栏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设置了

现代科技'名人传记等栏目#增加了

益智游戏等内容#还注重体现本土特

色#把漯河市的历史古迹'城市风光'

名优小吃列入其中#引导青少年在娱

乐的同时#增进对家乡的认知&

同时# 在丰富青少年暑期网络

生活方面# 该市与当地一家青年自

主创办'较有影响力的网站结合#建

立并开通了 $暑期青少年
445

论

坛%#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上交流学习'

沟通感情#团组织也能在第一时间接

收到全市青少年最前沿'最活跃的思

想动态)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

结合#聘请网络教育专家和心理咨询

专家#免费为全市青少年开展暑期网

络知识讲座# 截至目前已举办
!

场#

近
'&&&

名青少年与父母一起学习了

网络自护等方面的知识 &

!.(

本报讯 !记者 王 晖 实习生

路 畅"记者
!

月
+

日从招生部门获

悉#经全国考委研究#我省将备案开

考自考计算机网络专业 !独立本科

段"'护理学专业!独立本科段"'计

算机及应用专业 !独立本科段"'小

学教育专业!独立本科段"'数学教

育专业!独立本科段"'物理教育专

业!独立本科段"'英语教育专业!独

立本科段"'地理教育专业!独立本

科段"' 化学工程专业 !独立本科

段"'教育管理专业!专科"'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专科"等
##

个专业&

全国考委同意我省遴选解放军

信息工程大学为计算机网络专业!独

立本科段"#郑大为护理学专业!独立

本科段"和化学工程专业!独立本科

段"# 河南教育学院为数学教育专业

!独立本科段"'物理教育专业!独立

本科段"' 英语教育专业 !独立本科

段"和地理教育专业!独立本科段"#

河南科大为计算机及应用专业!独立

本科段"# 河南师大为小学教育专业

!独立本科段"#河大为教育管理专业

!专科"'河南财经学院为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专科"的主考学校&

!)

构筑暑期健康网络

我省自考新开考 ""专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学术研究基地"

落户郑州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