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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征文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本报讯 为进一步改善校园消防安全环
境，确保暑假期间校园安全，进一步提高校园
防火安全意识,加强校园抵御火灾能力，近
日，郑州市消防支队联合金水区消防大队，
针对辖区内河南省实验中学思达外国语小
学进行了校园安全检查。针对综合办公楼、
学生宿舍、教工生活区、师生食堂、教学楼、
停车棚等区域，学校校长赵春萍带领办公
室、学生处、后勤处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全力
配合安全检查。

检查中，检查组主要检查了学校灭火器
压力是否达标，表面是否有碰撞破损锈迹；防
火门有无破损，能否闭合严密；消火栓水阀是
否生锈、水压是否正常；安全指示灯和应急照
明灯断电后能否正常使用；各楼层的消防箱

是否完好、能否正常开启；消防箱玻璃粘贴的
火警电话及标识是否完好，玻璃有无损坏；消
防带有无发霉或者破损情况；消防重点部门
餐厅的水、电、气能否从源头切断，消防设施、
消防通道、防火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消防重
点部门宿舍楼的电源能否从源头切断，消防
设施能否正常使用，宿舍内电源插座口封板
有无破损等。检查组还对学校用电线路逐条
检查，检查变电箱是否进行保养维护，并要求
学校监控设施都能正常使用，要求学校对监
控视频存储设备做好备份。

郑州市消防支队负责人对此次检
查总体比较满意，对个别需要维护
的设备也一一作出提示。赵春萍
说，假期期间已经对学校安保人员

再次进行了统一培训，并要求学校办公室针
对所有的检查结果做好记录，明确责任。赵
春萍表示，学校在这次安全检查中，落实完
善各项安全制度和措施，加强了校园安全稳
定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学校“创建平安校园”
的创建工作，安全检查为学校构建平安和谐
校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黄俊苏晨）

暑期加强校园消防安全检查

“哎，你说他会有事吗？”“不好说，毕竟
是眼睛。”“明明是场游戏，非得弄出点危险
动作，真恐怖。”“就是，就是。”这样的对话在
班里持续了一两天。

事情要从两天前讲起。
“同学们，为了让我们班在运动会上拿

到更好的名次，这节体育课，我们来练习一
下迎面接力。”老师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继
续讲：“男女生比赛，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器
材室今天没有开门，先用这两个有水的瓶子
充当一下接力棒吧。”

男女生拿到“接力棒”后迅速站成了两
组。比赛在我们的加油声中开始了。

男女两队的首名队员都如离弦之箭飞
一般地冲了出去，两队的实力不相上下。

忽然，男生那边掉棒了！真是老天相
助，女生队要借此机会反超一下。男生队一
片叹息！这时一位男生高喊：“扔过来，快点
扔过来。”男生们害怕反超，一齐喊叫，让掉
棒的男生把“接力棒”扔过来。接棒的男生
就站在第一个，当掉棒的男生将棒扔过来之

时，他由于着急，向前迈了一步，没想到瓶子
由于装了水，力量大了，一下子砸中了他的
眼镜，他一下跪在了地上，用手捂住了眼睛。

“怎么了？”老师闻声赶来，二话没说扶
他去了医务室。医务室的老师先拨打了急
救电话，然后进行了简单包扎。急救车把挨
砸的男生拉走后，女生们留在原地，帮忙收
拾着残局。地上有一副眼镜，是被瓶子打飞
的。左边的镜片已经碎完了。挨砸的男生
刚才跪下的地方还留着几滴血。

不久，随挨砸的男生去医务室的男生回
来了，说挨砸的男生上急救车的时候，包着
眼睛的纱布都渗着血呢，伤得可能不轻。

校领导很快得知了事情的全过程，也赶
往医院看望挨砸的男生。

同学们也一直担心挨砸的男生。这样
的担心持续了几天后，老师说：“他没有伤到
眼球，不过眼镜的玻璃碎片伤到了眼皮，伤
口有些深，缝了三四针，过段时间就能出院
了。”大家松了口气。

这件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小是因为

它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是因为这事暴露
了一些校园安全隐患。

设想一下，如果接力棒借到了，还会用瓶
子充当接力棒吗？如果不用瓶子，那个男生
还会掉棒吗？有水的瓶子那么重，做接力棒
合适吗？再想一下，如果在第一个男生喊完

“扔过来”老师就来制止，还会有人受伤吗？
安全无小事，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到

有无安全隐患，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加
美好。

□登封实验高中二（6）班 张镜逸 辅导老师 于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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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2017-18 赛季英超将打响首战。
天价转播合同的执行带来了巨大的金钱刺激，
今年夏季转会，英超20支球队净投入5.42亿欧
元，超过其他四大联赛投入总和，“争冠六人
行”——曼城、曼联、切尔西、热刺、阿森纳、利物
浦的球员总身价均超过4亿欧元，其他四大联
赛身价超 4亿的球队总共只有皇马、巴萨、拜
仁、巴黎、尤文图斯、马竞、多特蒙德 7支，英超

“第一联赛”的优势无可撼动。

蓝军的卫冕征程荆棘遍布
上赛季意大利人孔蒂用他的 343 征服了

英超，切尔西曾经取得联赛13连胜，创造了队
史最长英超连胜纪录。切尔西上赛季主场 17
胜 2负，是唯一主场无平局的球队，55个主场
进球，全英超最佳；客场只有 16个失球，防守
最佳。打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今年夏季
科斯塔曝光的“逐客短信”引起轩然大波，队长
特里离开，孔蒂又少了一个稳定军心的帮手。
本赛季蓝军的几大新援的质量值得肯定，罗马
中卫吕迪格、摩纳哥中场巴卡约科、皇马中锋
莫拉塔都配得上主力位置，如果能维持上赛季
的攻守均衡，切尔西仍是英超冠军最有力的竞
争者之一，孔蒂至少不会像穆里尼奥那样在卫
冕赛季下课。

北伦敦青年军暗流涌动
托特纳姆热刺上赛季打出了一个梦幻赛

季，86个进球英超第一，26个失球英超最少，

史上第一次在积分榜上压制了北伦敦死敌阿
森纳，唯一遗憾是未能如愿捧起冠军奖杯。新
赛季热刺的情况并不乐观，今夏俱乐部没有一
笔引进，卖人倒是有三笔，以5100万欧元将右
后卫沃克卖给竞争对手曼城，出售中场本塔莱
布和前锋恩杰也收入2600万欧元。由于新球
场的兴建，未来一段时间热刺都很难得到足够
的资金支持，这非常考验主帅波切蒂诺挖掘年
轻球员的能力，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项。

瓜氏蓝月2.0版出炉
上赛季，当曼城10连胜开局时，谁也没想

到瓜迪奥拉的英超首赛季会如此艰难，好在最
终拿到了第三名也还说得过去。蓝月亮成绩
大起大落的原因一方面是瓜帅过于沉迷自己
的TIKI-TAKA，低估了英超的难度；另一方面
后防线上科拉罗夫、布拉沃、斯通斯等屡屡挖
坑，多次葬送到手的胜利。本赛季，曼城俱乐
部继续给予瓜帅强大的支持，夏季转会支出已
达 2.45亿欧元，引进门迪、沃克、埃德松、达尼
洛等高价防守球员，为瓜迪奥拉战术改造扫清
障碍。多名实力球员后加盟，本赛季曼城正式
开启“瓜氏蓝月 2.0版”，天价后防线加上原本
就足够强大的攻击线，新赛季曼城将是英超各
条战线最有竞争力的队伍。

红军速度至上
利物浦上赛季勉强挤进前四名，唯一值得

夸耀的是其在英超六强“小循环”中5胜5平保
持不败的。遗憾的是，红军在与中下游球队的
交锋中丢掉太多分数，一旦对手后撤摆大巴，

他们就束手无策，这也是克洛普在新赛季最需
要解决的问题。从今年引援动作来看，克洛普
显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风格。身价髙达4200万
欧元的萨拉赫最大特点便是惊人的速度，本赛
季红军的三叉戟很可能会变成四重奏，库蒂尼
奥位置中移，两条边路让给萨拉赫和马内，几
乎可以想象英超后卫们面对两个速度狂人时
的抓狂画面了。

高价中锋难解枪手迷雾
上赛季温格感受到了执教阿森纳20年来

最冷的寒意，第一次无缘欧冠，第一次被北伦
敦死敌踩在脚下，桑切斯、厄齐尔两大核心的
续约闹剧正在一点点地消耗着这支已经逾 10
年无联赛冠军的豪门。不过这些问题今年夏
天并没有得到解决，温格仍旧续约，桑切斯和
厄齐尔的转会闹剧还没有停止。唯一的好消
息是拉卡泽特以 5300万欧元身价加盟，或许
能解决球队多年缺乏顶级前锋的问题。上赛
季枪手的丢球是六强中最多的，客场输了7场
也是前六名球队中最多，尤其是 28个客场失
球明显比其他豪门要多。温格必须对防线作
出调整，要么换人，要么换战术。

狂人二年级红魔提速
穆里尼奥入主老特拉福德的第一赛季，红

魔捧起联赛杯，并“曲线救国”成功拿下欧联杯
冠军，直接进入新赛季欧冠小组赛，也算度过
了一个成功的赛季。从以往经验看，穆里尼奥
执教的第二年普遍会有很好的成绩，足以让红
魔球迷对新赛季充满期待。

竞彩周末重点赛事推荐：英超争冠六人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7年9月14日10时至2017年
9月1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
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63号明鸿新
城7号楼7层D座52号的房产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
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213w.30648
13.0.0.WmDlVt&user_id=199161
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1日

司法拍卖公告

王书清因犯挪用公款罪，
被内乡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2015内刑初字第335
号），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河
南省公司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
为处理规定》，南阳市烟草公司
内乡县分公司决定于2016年
12 月 7 日起，解除与王书清
2005年7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南阳市烟草公司内乡县分公司

2017年8月10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8月25日上午9时整在平顶山
市体育村鑫居商务宾馆 公开拍卖位于
平顶山市鲁山县下汤镇境内的御景湾
温泉度假村的整体实物资产（占地约
6.4公顷）。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
咨询、获取详细资料，并携相关证件缴
纳规定数额的保证金后办理报名手续。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24日
16时整。

咨询报名地点：平顶山市蓝湾国际
公寓西配楼三楼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咨询电话：15093797770（郑经理）
工商监督电话：0375-3963288

河南瑞祥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柴凤英：
贾倩依据我处2014年12月12日

出具的2014商睢证民字第8329号公证
书，于2017年7月11日向我处申请出
具执行证书。申请执行标的为：借款本
金200000元，自2016年12月12起按
照合同约定月利率14‰计算利息，违约
金按照月利率6‰自2016年12月12日
起计算。

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
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
法出具执行证书。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0-3027792
15090697757
联系地址：商丘市北海路中段睢阳区司
法局一楼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公证处
2017年7月11日

公 告

一次值得牢记教训的迎面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