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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成拥有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
有 62人；这也是个“荣誉等身”的家庭，
一家人荣获的证书足有一米多高。

江学成说，在父母勤俭持家、尊老
爱幼、懂得感恩的思想熏陶下，他们姊
妹 8人及后代个个知书达理，在各自不
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喜人的业绩。
特别是江学铜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江学
成获得河南省劳模称号，江学焕获得郑
州市劳模称号，他们一家人在郑州市总

工会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上被称为“劳
模家庭”。

同时，江学成和江学铜还是郑州市
劳模宣讲团成员，兄弟俩同台宣讲几十
场，弘扬了劳模精神，伸张了正的能量。

另外，他们还积极献爱心，向灾区捐
款、慈善捐款和向困难人群捐款。全家
尊老爱幼，老人享受夕阳红的幸福晚年，
在“幸福一家人”的群里聊着幸福的梦
想，子孙们茁壮成长。

·身边正能量

探寻“最美家庭”的“最美密码”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秦芳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妇联
获悉，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中，我省任
留彬等40户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此次我省被表彰的全国“最美家庭”中，
有连续 13年资助 34名贫困大学生和孤儿
的燕志学家庭；有祖孙三代同为公安人的辛
纲家庭；有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带领贫困户

脱贫致富的王飞家庭……40 户受表彰家
庭，从孝老爱亲、勤劳致富、敬业勤廉、热心
公益等多个角度，展现出中原大地千万家庭
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传播了中华民族家庭
美德和现代家庭文明新风。

据介绍，今年 1月至 4月，省妇联联合
省文明办等单位，在全省开展了寻找、推荐

“最美家庭”活动。经过组织推荐、群众自
荐、公示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推选出了一
批事迹突出、感人至深的先进典型家庭，其
中石聚彬家庭等 60户家庭获得 2018年度
河南省“最美家庭”称号。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2018年度
河南省“最美家庭”评选基础上，经过省妇联

微信公众号“中原女性之声”线上投票和专
家评审，任留彬家庭等 40户家庭被推选为
全国“最美家庭”。

同时，我省另有 40户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家庭美德建设等方
面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的家庭
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地铁 5 号线沿线
交通接驳规划公示

规划公交停靠站199处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昨日从市城乡规划局获悉，
郑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沿线站点交通接驳规划近期编
制完成，昨日起进入批前公示环节，公示期为30个工作日。

5号线是我市中心城区环线地铁，全长40.7公里，共设
置车站32座，车站周边多是人流密集区。这次交通接驳规
划遵循“公交优先、以人为本”的思路，优先保障慢行和公共
交通设施。记者看到，31座车站周边（不含已建成的郑州
东站），规划有公交停靠站 199处，非机动车停车位 43784
个，优先考虑了普通市民的日常交通出行需求。

此外，在中原福塔站、后河芦站、桐淮站、京广南路站、
省骨科医院站附近，规划了小汽车接驳停车场6处；在月季
公园站、姚砦站、桐淮站规划预留了3处接驳公交场站。

5号线作为环线，与其他多条地铁线路存在交叉换乘
关系。此次交通接驳规划的 43784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有
32969个随 5号线建设一并实施，其他车位在将来换乘线
路建设时实施。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获悉，为
配合东明路大修改造，该公司将对本次
东明路大修范围内的自来水管道进行升
级改造，受此影响部分区域将实施停水。

据介绍，此次自来水管道升级改造
施工将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先在沿线铺
设一道直径 0.4米的球墨铸铁管道新型
管材，碰通沿线用户，即为东明路配水管
改造工程。长度约 4.5 公里，工期 60
天。第二步是对东明路现有的直径 1.2
米、1米的管道进行不锈钢内衬补强，即
为郑州市东明路输水干管改造工程，工
期40天。

根据施工计划，此次停水将分 5次
执行。其中第一阶段第一次停水时间为
5月 16日 14：00至 5月 19日 14：00。

主要影响区域：东明路（陇海路—熊
儿河）、凤凰路（货站北街—未来路）、青
年路（东明路—未来路）、凤鸣路（未来路
—博览路）、郑汴路（未来路—玉凤路）道
路两侧，周边区域大面积降压供水。

主要停水用户：省检察院家属院、海
上香颂小区、电力东明小区、万翔公寓、
中博小区、御玺大厦、土产公司家属院、
绿都锦苑、东明花园。

第一阶段后4次停水将根据施工情
况陆续实施，东明路沿线部分用户可能
会出现重复停水。自来水公司会在用水
高峰时段提供应急送水车，设置临时取
水点，尽量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又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
郑州华润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因
配合东明路市政工程施工改造，该公

司定于 5 月 15 日 20：00 至 5 月 18 日
7：00 分批次对东明路沿线进行管网
维修停气作业。

具体停气时间及区域：5月15日20：00
至5月16日7：00，主要影响东明路两侧、
货站街以北、郑汴路以南区域内的3967
户民用户和7家商业用户。

5月16日20：00至5月17日7：00，主
要影响东明路两侧、郑汴路以北、城北路
以南区域内的1770户民用户和4家商业
用户。

5月17日20：00至5月18日7：00，主
要影响东明路两侧、城北路以北、金水河
以南区域内的5076户民用户和13家商
业用户。

郑州华润燃气提醒停气区域内用
户，停气期间请关闭好天然气阀门。

四类英雄子女
可享教育优待

本报讯（记者 王红）5月 15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
省公安厅、省教育厅联合发布《河南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
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四类英雄民警
子女可享教育优待。

政策规定，四类英雄子女列入优待对象范围，包括：全
省公安系统烈士的子女；全省公安系统一级、二级英雄模范
的子女；全省公安系统因公牺牲民警的子女；全省公安系统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民警的子女。政策明确规定，上述四
类人员因公牺牲、伤残或被授予荣誉称号时，应为公安机关
在职人民警察。

在高等教育方面，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一级至四级因
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志愿献身公安事业的，经公安部、教
育部批准，可保送至公安院校学习深造。公安烈士子女报
考普通高等学校的，可在有关高校投档分数线下降低20分
投档；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
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四类英雄子女报考普
通高中时给予优待。其中，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子女按照录
取分值 10%的标准，降低分数优先录取；因公牺牲、一级至
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按照录取分值 5%的标准，降
低分数优先录取。四类英雄子女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优先录
取，报考“3+2”“5年一贯制”大专班可在省定录取线降低
20分录取。

西藏、新疆地区的四类英雄子女，根据其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的意愿，愿意到河南省就读内地西藏初中班、高中
班、中职班和内地新疆班、中职班的，经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公安厅与教育厅协调，安排到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学习。

在义务教育方面，四类英雄子女适龄上小学或初中，可
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安排到教育
质量较好的小学和初中就读。

在学前教育方面，四类英雄子女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
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就近就便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

法院夜间出击捉“老赖”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冬菊）2018年是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决胜仗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为民
的宗旨，昨晚，惠济区法院由法院执行局联合法警大
队，兵分六路按预定方案前往20余名被执行人家中开
展执行工作。

2015年 6月的一天，原告王女士驾驶轿车与被告
宋某驾驶的其妻子田某所有的轿车相撞，造成交通事
故，王女士受伤住院。交通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
定：宋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赔偿金额难以达成一致，
王女士将宋某及其妻子田某告上法庭。胜诉后，宋某
和田某玩起了“躲猫猫”，王女士迟迟拿不到赔偿款，于
是王女士申请强制执行。

在多次上门找不到人，或者“扑空”的情况下，惠济
区法院决定利用此次执行活动，晚上突击执行。最终
在江山路田某的家里将田某拘传。

当夜，经过 8 个多小时的奋战，六路执行干警
共拘传当事人 14 名，拘留 8 人，执结案件 22 件，和
解 12 件。

全国旅院服务技能赛
郑州旅院学子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亚东）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

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导游服务）大赛上，经过激烈角逐，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参赛选手韦志航获得高职普通话组一等
奖，陈皓月获得中职组普通话一等奖，张亚楠、苗亚萍、刘昕
昊、丁亚杰分获相关组别二等奖。

此次大赛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浙江省旅游
局主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是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
育分会发起组织的全国性、行业性的大型赛事。本届大赛
共吸引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303所高等院校和
68 所中职学校的 1160 名选手参加，参加人数创历史新
高。大赛规格高、项目全、难度大、创新点多。经过激烈角
逐，该院参赛选手韦志航获得高职普通话组一等奖，陈皓月
获得中职组普通话一等奖，张亚楠、苗亚萍获得高职英语组
二等奖，刘昕昊获得高职普通话组二等奖，丁亚杰获得中职
普通话组二等奖；同时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获得高等院校组
团体奖。

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孝老爱亲、自强自信……他们的“美”，让人动容；他们的故事，平凡而
璀璨。

5月15日是第25个国际家庭日，这一天，好消息传来——在郑州，有4个家庭获得了河南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其中，3个家庭光
荣上榜全国“最美家庭”。

他们的家庭“美”在哪里？他们有哪些故事让人感动？记者一一走访，解码他们的“最美密码”。

一名普通工人，一位平民英雄，一个
浑身充满正能量的男子汉——任留彬，
新密市来集镇的一位普通市民，他用实
际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

说起任留彬，“舍己救人、见义勇为”
这样的词语频繁地从认识他的人口中说
出。热心肠的他曾在矿井下冒险救过 6
条人命，又在火灾中爬三楼砸窗救孕妇

……今年年初，任留彬被共青团新密市委
授予“向上向善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

“这个家庭里，丈夫热心能干，妻子
贤惠勤快，孩子懂事争气。不但是一个
积极向上、温馨和睦的家庭，更是一个助
人为乐、传递正能量的家庭，一个平凡中
彰显博爱之心的最美家庭。”市妇联相关
工作人员禁不住感慨地说。

19 岁的女孩子，却白了头发；在
学校里，她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植物人
妈妈——底慧敏是不幸的，她过早承
担起了一家的重担；可她又无比自尊
自信，乐观地面对生活给予的一切。

底慧敏的母亲因交通事故成为植
物人，在母亲出事后的半年里，由于过
度操劳，让当时年仅 19岁的底慧敏头
发全白了。

底慧敏上大学后，家里就剩下爸
爸、卧病在床的妈妈和正在上初中
的二弟。父亲长年在外打工，看到
父亲的艰辛，底慧敏决定带着植物
人母亲在校外租房，一边读书，一边
照顾妈妈。

“带着母亲上学的日子，是泪水与
欢乐同在的日子。与困苦生活的抗争
是辛苦的，但我愿意选择积极、乐观、
自信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的一切。”
底慧敏说。

底慧敏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所
表现出来的自强、乐观、自信、坚强
的精神，受到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

社在内的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关注和
报道，她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最
美女孩”。

说起石聚彬，人们会忍不住提到“好
想你”枣业，可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拥有一
个乐善好施、奉献爱心的家庭。

石聚彬的父亲幼年丧父丧母，12岁
就担起家庭重任。石聚彬的母亲当年不
顾家人反对，嫁到石家，婚后孕育 4个子
女。如今的石家已经是拥有50口人的四
世同堂的大家庭了。

作为长子的石聚彬传承了父辈的坚
毅，创立了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与瘫痪在床的妻子更是相濡以沫、风
雨同舟、不离不弃，坚持用责任和担当诠
释了爱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夫妇俩还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坚持参与各种爱心帮扶活动，捐
助金额累计达2000万元。

“石家的美不在于财富，而在于他们
以实际行动，传承两代人坚强、自信、拼
搏、感恩的家训。”了解石聚彬一家的市民
如此说。

高考网上志愿咋填报
事先要进行模拟演习

时间：5月20日、21日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做好高考网上填报志愿工作，便
于考生熟悉网上填报志愿系统，熟练网上填报流程，5月
20日~21日，全省进行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
愿模拟演练。

按照要求，所有参加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
考生（含对口生、专升本考生）全部参加本次模拟演练，已被
高职院校等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网上填报志愿
模拟演练时间为 5月 20日 9时至 5月 21日 17时，在此期
间，考生应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
上志愿填报演练。

省招办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个人相关信息及密码，确
保信息安全。如果密码丢失，可通过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生服务平台的“忘记密码”功能进行登录密码重置，或由
考生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所在的辖区招办办理密码重置。
考生填报志愿结束后，应使用“退出系统”功能退出网上填
报系统。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本次模拟演练所使用的有关高校
招生计划、合格成绩信息等非报名数据均为模拟数据，仅用
于演练，与正式填报志愿不同，请考生不要误解。本次演练
不安排志愿表打印和签字程序。

配合东明路大修改造

市区部分区域将停水停气

平民英雄
任留彬家庭

热心公益
石聚彬家庭

勤于奉献
江学成家庭

孝老爱亲
底慧敏家庭

我省40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