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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韩 聪"#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

奉献%%&

!

月
"#

日上午$ 河南

中医学院全校师生在寒风中为史

峻杰捐款$帮助他战胜病魔'

史峻杰是河南中医学院
"$$%

级中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作为首

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

者前往新疆$并留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九师医院工作' 今年
"

月$

史峻杰被检查出患有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引起的继发性白血病'由

于刚刚工作$几十万元的治疗费对

史峻杰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学院迅

速号召全院师生伸出援助之手$

为史峻杰捐款' 在短短的一个小

时内$全校万名师生共捐款近
"&

万元'

河南中医学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 学校将把收到的捐款亲自派

人送到史峻杰手中$ 三个附属医

院也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

师医院合作$ 提供相关的医疗帮

助$ 共同努力帮助史峻杰早日获

得健康'目前$史峻杰已进行了第

一个疗程的化疗$ 化疗阶段结束

后要进行骨髓移植'

!"!

本报讯 !记者王 晖 实习生

韩 聪" 记者
!

月
"#

日从省教育

厅获悉$ 今年我省阳光高考平台

将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服务$其中

估分统计分析(志愿预报统计分

析(往年专业录取分数查询等功

能$将对考生填报志愿起到良好

的引导作用' 这意味着$今年考

生获得高招信息的渠道将更加

通畅'

据介绍$阳光高考平台是按

教育部要求(由省教育厅成立的

一个面向考生和高校的双向交

流信息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全

省所有考生均可在第一时间免

费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录取动

态和录取结果等各类招生考试

的权威信息$及时了解有关政策

规定和招生学校信息$从而有效

地提高志愿的命中率$增加被录

取几率'

据了解$ 除了新增估分统计

分析功能$ 今年该平台还将为考

生家长提供网上互动交流服务$

届时安排专人进行答疑$ 及时回

答考生的提问'

!%

!

月
"'

日$郸城县小雨淅沥' 因公殉职

的郸城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宏的追悼会

隆重举行$

"#

多万市民自发拥上街头$ 冒雨

站立街边目送陈海宏的灵柩'

上午
(

时
!#

分$小雨不停地下着$郸城

县的气温从
""

日的
"%

摄氏度一下子降到

了
)

摄氏度$ 郸城人民广播电台以哀乐为

配音不间断地播放着陈海宏的先进事迹 $

全县人民都在为之悲痛 ' 虽然天气突然转

冷 (小雨淋湿了衣裳 $然而该县
%#

多个机

关企事业单位职工( 县城所有学校学生和

商贩还是早早地拥上街头 $ 静静地伫立在

陈海宏灵柩经过的和平街 ( 西环路 ( 新华

路 (人民路 (北环路和省道
!'$

线 $许多市

民还自发印制 #海宏 $安息吧 &(#恭送人民

好检察官&等吊唁条幅$希望能再看一眼人

民的好检察官'

上午
%

时$陈海宏的灵柩从家里出发'灵

柩所到之处$痛哭声(哽咽声此起彼伏$还有

市民在人群中大喊)#海宏$一路走好* &

一

陈海宏
"$)(

年
"

月出生于郸城'

"$%&

年
"'

月到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历任书记

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起诉科副科长(法纪

科科长(侦查监督科科长$院党组成员(反贪

局局长$ 正科级检察员( 四级高级检察官$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突发脑干出血

病倒$

!

月
"#

日
"

时
"&

分不幸病逝'

在郸城县的反贪工作中$ 陈海宏同志是

一员骁将$既是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他当反

贪局长
!

年来$主办案件
)#

件
)*

人$配合上

级检察院办理贪污贿赂案件
(

件
%

人$ 反贪

工作连续
!

年位居全市前列'

今年初$ 陈海宏
"

个月内主办
%

案
"#

人$其中大要案
&

案
)

人' 两周的时间$他转

战北京(武汉(郑州$把案件的重要嫌疑人全

部捉拿归案'他
"

个月干出了半年的工作量$

其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在全国基层检察院中

屈指可数'

时间回溯到
'##$

年
"

月
'*

日' 郸城县

检察院接到省纪委移送的一起挪用公款案

件$涉案人员
)

人$其中副处级
"

人$涉案金

额
)##

多万元人民币$ 有
!

名犯罪嫌疑人在

逃$案情重大'周口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春长接

案后亲任专案组长' 身为郸城县检察院反贪

局长的陈海宏领命后亲自挂帅办理此案'

当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 到处充满着

节日的气氛$人们早已办完年货$准备欢度春

节' 然而$为了最短时间内抓获犯罪嫌疑人$

推进案件进程$陈海宏和干警们就开始
'*

小

时连轴转$分析案情(查找蛛丝马迹$而后踏

上追逃征程'

从这一刻起$ 有着多年高血压病史的陈

海宏就开始透支着生命' 他的心弦绷得紧紧

的$ 唯恐漏掉丝毫的线索+ 他的脚步没敢停

歇$唯恐嫌疑人逃脱法网'

年后上班第一天$ 陈海宏便带着干警们

再次出征'经过
&

个昼夜的追踪(蹲守$

'

月
&

日$他们在北京成功抓获
"

名犯罪嫌疑人$并

连夜押回周口突审'

'

月
"*

日$陈海宏排查到最后
"

名犯罪

嫌疑人韩某可能藏身于武汉'出发*陈海宏立

即召集专案组干警准备赶赴武汉'但是$准备

出发时$ 陈海宏才想起$ 司机由于家里有病

人$陈海宏批假让他回家了'来不及等待司机

从乡下赶回来$ 他便自己开车带着干警直奔

武汉'

'

月
"&

日天亮之前赶到武汉$ 扑空了$

韩某已经潜逃到郑州' 陈海宏等人火速赶往

郑州'

'

月
")

日$在郑州警方的配合下$他们

定位出韩某躲在金水区某家属院' 怕打草惊

蛇$陈海宏决定#蹲守&' 为了节约办公经费$

又唯恐犯罪嫌疑人认出他们而不能乱走动'

陈海宏一行就埋伏在车里
'*

小时监控' 冷

了$他们一天三顿吃麻辣烫+累了$陈海宏一

天
!

次往嘴里塞降压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

'"

日晚
(

时$他们在韩某住处将其抓获'#为

防止韩某落网的消息泄露$ 阻碍案件进展$

连夜押回突审' &

(

个昼夜$陈海宏的心绷得

紧紧的'

''

日$本可趁周末休息一天的陈海宏又

陪市纪检委的同志调查一个案件$ 整整忙碌

了一天'

'!

日
%

时
!*

分$ 体力极度透支的陈海

宏突发脑溢血倒在办公室里'

北京天坛医院( 海军总医院( 省人民医

院(郑大一附院等全国
'#

多位知名神经内外

科专家诊断)陈海宏为脑溢血$出血于脑干部

位$ 出血量
)!"#

毫升' 据国际权威资料显

示$脑干出血属于生命禁区$不能手术$只能

保守治疗$而且脑干出血达到
&

毫升$能生存

'*

小时的几率仅有万分之三' 然而$陈海宏

却顽强地与死神抗争了
"*

天'

#他是累倒的$他太累了'&每一位前来探

望的领导和干警看着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双

眼紧闭的陈海宏时$ 都眼含热泪地重复着这

句话'

二

'&

年来$陈海宏把检察工作演绎得绚丽

多彩'

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

年$他最好的

同学杨某的舅舅潘某涉嫌贪污在逃$ 案件停

滞不前$ 抓捕潘某成为整个案件的关键' 其

间$杨某悄悄找到陈海宏为舅舅说情$想让老

同学网开一面'一边是最好的同学感情$一边

是肩负的职责$ 他该怎么选择, 在情与法面

前$陈海宏选择了后者$内心也忍受着巨大的

歉疚%%

清正廉洁$英勇无畏' 他总是说$要对得

起工作' 尤其是
'##(

年郸城县清编工作中$

他摸清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 审批

权进行权钱交易'其间$说情的(送礼的(威吓

的$纷至沓来'有人放话威胁)你老婆孩子(亲

戚朋友(祖宗八辈都在郸城$给别人路走$也

给自己留条路'陈海宏一笑了之'他用肩上的

检徽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共立案查处
)

件
(

人$清查违法编制
!##

多个$为县财政每

年节省开支
"###

万元'

文明执法$宅心仁厚'就在陈海宏病发前

七天七夜追捕韩某时 $ 还有一段感人的故

事' 已经蹲守了七天七夜$精神极度劳累的

陈海宏一行终于发现了韩某的行踪$并跟踪

锁定其住所' 他们敲门进入韩某住所后$韩

某惊诧地看了看正在屋里做作业的两个儿

女$唯恐陈海宏等人强行把她押走' 韩某的

一举一动$陈海宏看得真真切切' #我们和你

妈妈谈点事情$你们做作业吧* &陈海宏亲切

地做两个孩子的思想工作$同时示意其他干

警进行搜查%%

陈海宏从检
'&

年$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文明执法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勤奋工作(廉洁

自律(秉公办案$

&

次被省(市检察院表彰为

优秀检察干警$

)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多次被

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和践行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先进个人$ 被郸城县委评为

#十大杰出政法干警&(#政法工作先进个人&+

他所带领的科室
)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两次

被市检察院表彰为文明科室%%

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赤诚$陈海宏用

年仅
*'

岁的生命树起了一面检察官恪尽职

守的光辉旗帜'

陈海宏走了$ 他的光辉形象永远屹立在

人民群众的心中'

!%

用生命谱写反贪壮歌
---追记郸城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宏

!

本报记者 张 靖 本报通讯员 徐 松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张亚武 "

!

月
""

日$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

单位合作的#龙门石窟三维数字化工程&全面

启动'双方决定用
!

年至
*

年的时间$对龙门

石窟所有洞窟进行三维扫描$ 并建立龙门石

窟三维数字博物馆'

*

年后$国内外游客要游览龙门胜景$不用

再亲自到龙门石窟$只要坐在家中$轻点鼠标$

便可通过互联网远程#游览&龙门石窟$多角度(

全方位体验欣赏龙门石窟的艺术魅力'

三维扫描是集光(机(电和计算机技术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将

实物的立体信息转换为计算机能直接处理的

数字信号$ 为实物数字化提供方便快捷的手

段'

!(

本报讯 !记者王泽远 通讯员梁建辉"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黄帝故里建设基金会获

悉$ 黄帝故里景区内的古树名木即日起全部

实行冠名认养'

黄帝故里景区现有 #活化石 &之称的水

杉(银杏树和广玉兰(女贞等各类名贵树木

")"$

棵' 这些古树名木为黄帝故里景区塑

造出庄严肃穆的凝重氛围 $ 但每年的养护

费用也成为这座不收费景区的一大开支 '

为此$ 景区决定将所有名贵树木全部实行

冠名认养'

据了解$ 个人和企业均可参加认养古木

活动' 认养者可在所认养树木所在位置作名

称标识$认养
"#

棵以上者$还能刻碑留念(获

得荣誉证书等'

!%

网上游龙门
*年后成为现实

黄帝故里景区 ")"$棵
古树名木实行冠名认养

本报讯 !通讯员高 帆 周彦波"

!

月
$

日$在淅川县滔河乡申明铺遗址发掘现场$

中国科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

余名考古专家正小心翼翼清理着文物遗

址' 据介绍$自
'##(

年
$

月开始对该遗址

进行发掘以来$已发掘墓葬
"'&

座$累计出

土文物
)##

多件'

连日来$ 随着全国各地
!(#

余名考古

专家组成的
')

支专业考古发掘队陆续进

驻淅川$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淹没区文物抢

救性发掘步伐进一步加快'

位于丹江口水库之滨的淅川县历史悠

久$是楚文化发祥地和楚始都丹阳所在地$

各种文物遗址遍布丹江两岸$ 淅川县因此

被考古专家们誉为#考古天堂&'

'##*

年$国

家文物局进行详细调查后在淅川淹没区共

确认文物点
")"

处$ 占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文物发掘点总数的近一半' 按照国务院南

水北调办公室的安排$ 中线工程渠首枢纽

工程将于今年
)

月开工建设$ 丹江口水库

将于
'#"*

年开始蓄水' 抢救性发掘保护淹

没区内文物已迫在眉睫'

自
'##&

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

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淹没区文物抢救发掘

工程$由中科院(中国社科院(郑州大学等

多家科研机构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的
'#

余支考古发掘队陆续进驻淅川'

经过
*

年的不懈努力$ 考古发掘队已

先后完成水田营遗址(麻岭遗址等
*'

处文

物点发掘工程' #这些文物点已累计出土青

铜器 (石器 (陶器 (铁器 (玉器等各种文物

'+!

万件$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各

个历史时期' &淅川县文物局局长凌飞说'

国内考古界权威专家对丹江口库区文

物发掘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国家文物局文

物专家徐光冀说$丹江口库区的文物发掘$

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

文化地域特点$ 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具

有重大学术价值'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段开工在即

考古大军云集淅川抢救发掘文物

母校师生情系患病学子

河南中医学院万名师生捐款 "&万元

阳光高考平台增强服务功能

本报讯 !记者路英香"

!

月

"'

日$北京长城饭店二楼会议大

厅里的仪式隆重(热烈$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把#火文化之乡&正式

授给了商丘市睢阳区'

据资料记载 $商丘是 #三皇

之首&(#火祖& 燧人氏发明钻木

取火的地方$是#火神&阏伯司火

的胜地$ 自古就有 #火都&(#火

墟&(#大火之乡&的称谓$火已成

为商丘的标志和象征'

"$$'

年国

际旅游观光年 #黄河之旅 &首游

式在燧皇陵举办了取火仪式 '

'##)

年
*

月$中国首届火文化研

讨会在商丘市睢阳区召开$与会

!#

多位专家就燧皇陵在商丘达

成了共识$确认燧人氏在商丘以

钻木的办法$使人类第一次掌握

了#火&$商丘是我国人工取火的

发源地$并充分肯定了商丘在传

承 (弘扬 (发展火文化方面做出

的突出贡献和特殊地位'

睢阳区委( 区政府非常重视

火文化的抢救(传承和弘扬'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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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对历史遗址遗迹进行恢

复和园景建设$完成燧皇陵一(二

期工程$ 并计划在景区建设中华

圣火坛(火文化博物馆等景观'

中国文联副主席杨志今为

#中国火文化之乡&授牌$中国文

联( 河南省文联和商丘市有关领

导参加了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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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 茁"记者从

省文化厅获悉$ 我省今年将加快

全省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结合国家统一要求和我省实

际$ 今年全省乡镇综合文化站的

建设必须符合三方面的要求)一

是所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建筑面

积不少于
!##

平方米$ 室外活动

场地面积应达到
"###

平方米' 二

是乡镇综合文化站应具备报刊借

阅(广播影视(宣传教育(科普培

训( 体育健身和青少年校外活动

等功能' 必须设有书报刊阅览室$

用于图书报刊借阅+培训教室$用

于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培训和农村

实用科技知识培训+ 信息资源共

享服务室$ 用于配置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相关设备+ 多功能活

动厅$用于开展小型演出(文艺排

练(游艺等活动+管理用房$用于文

化站工作人员办公' 三是乡镇综

合文化站不得建在乡镇党委(政

府办公场所' 此外$所有乡镇综合

文化站每天免费开放时间不得少

于
(

小时$双休日还应适当延长'

为保证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的顺利进行$ 省文化厅还对乡镇

综合文化站的规划和设计( 建设

质量和安全( 项目资金管理等作

出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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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

冯合理 高文治"近日$从北京传

来喜讯) 洛宁县国家税务局退休

干部雷新周发明的.非灌溉化实

施耕地干旱(水土流失治理的方

法 /专利 $获得 #爱国者 &杯第三

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同时

获得中国发明协会 #服务三农&

专项奖'

雷新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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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业余潜

心研究解决旱地农业用水难题$历

经
'#

多年不懈努力$ 他发明的非

灌溉化实施耕地干旱(水土流失治

理的技术$ 在年降水
!##,,

以上

地域内$ 在雨水无规律补充下$能

保障耕地植物全生育期的直接需

水量和需水关键期无水补充时的

需水量$从而达到高产'

该技术将传统的农业节水保

墒技术和现代农田微集水技术以

及农田径流聚集技术( 存储技术

进行了组装(集成和创新$形成了

具有抗蒸发(集径流(防渗漏(多

贮存等多种功能的综合工程技

术+ 使雨水的利用率得到大幅度

提高$对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发展高效农业$ 调整产业结构具

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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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乡镇文化站建设要!提速"

中国!火文化之乡"花落商丘睢阳区
商丘被认定为我国人工取火发源地

第三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上$洛宁退休干部
雷新周发明的

!旱地贮水"技术荣获金奖

!

月
"'

日!豫西大地银装素裹!在卢氏县横涧乡农民秦治章培

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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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亩梅园里!梅花傲雪怒放!引来许多踏雪赏梅的人们"

"!

程专艺 摄

到警营开眼界

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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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警察日%即将到来之际!郑州市优胜路小学的少先队

员带着鲜花和贺卡!来到大石桥派出所对民警叔叔进行慰问&在表示感

谢之余!干警们也对同学们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向大家展示了日常使用

的警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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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 宇 摄

"

各地传真

"

信息一束

郸城县
"#

多万市民冒雨送别陈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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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靖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华君"近日$许昌公安

史馆在许昌市公安局开馆 ' 省公安厅政治

部有关负责人说$ 这是我省诞生的首家公

安史馆'

许昌公安史馆总面积
')#

多平方米$内

设百年警察机构概览(历史发展(先进集体和

英模人物(实物展示等
(

个展区$收藏了各个

时期
*!#

多幅珍贵的图片和
!)#

多件枪支(

手铐等警用实物$ 以图文和实物相结合的形

式$反映了许昌公安
)#

年的发展历程$展示

了许昌公安的战斗风貌'

许昌市有关领导表示$ 该史馆不仅是一

个群众了解许昌公安的窗口$ 也是一个对青

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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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家公安史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