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蚊虫活跃，专家提醒：

被蜱虫咬伤切不可大意
本报讯（记者 邢进 通讯员 杨冬梅 王雪燕）夏季草木繁盛，

各种虫子活跃，被虫咬伤事件也逐渐增多。近日，省儿童医院
接连接诊被蜱虫咬伤的病例。医生提醒公众，对蜱虫咬伤切不
可大意，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日前，5岁男童小布不慎被蜱虫咬伤，爸妈带他来到省儿童
医院求助。小布妈妈告诉医生，几天前一家人外出踏青回来不
久，就发现孩子左侧胸部扒着一只蜱虫，一半虫体已经钻进孩
子体内，任凭孩子爸生拉硬扯，蜱虫纹丝不动。眼看虫子越来
越大，两人随即带着小布来医院就诊。

医生立即为孩子左侧胸部消毒，用电灼烧蜱虫尾部，虫体
没有缩小，考虑蜱虫叮咬孩子时间久、虫体大，如果强行拔出，
一旦断裂，残余虫体留在患儿体内会造成更大伤害，医生决定
手术切除虫体。

无独有偶，省儿童医院近期还接诊两名被蜱虫咬伤的宝
宝：4岁女宝，接触家中宠物狗后，发现被蜱虫咬伤；5岁男宝，小
区楼下草地玩耍，回家后妈妈发现孩子头部被蜱虫咬伤。

医生提醒，一旦发现被蜱虫咬伤，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治疗，
切勿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残肢或口器折断产生皮肤继发性
损害。

预防蜱虫叮咬要这么做
预防蜱虫叮咬，家长带孩子外出玩耍时，应尽量避免在

草地、树林中长时间坐卧；尽量穿着面料光滑的紧口浅色长
衣裤，这样蜱虫不易附着，且容易被发现；外出前涂抹清凉
油、风油精、花露水等驱蚊剂，可减少蜱虫叮咬概率；如果携
带宠物外出踏青时，回家后要仔细检查宠物体表是否有蜱
虫附着。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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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交流平台

省实验中学27日举行
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
本报讯（记者 王红）高考落幕，为给省会考生和各

高等院校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帮助考生高考志愿填
报更具有针对性，河南省实验中学计划于 6月 27日举
行著名高校招生咨询活动。

由于全省高招志愿一本批次网上志愿填报将于
6 月 30 日启动，因此，此次著名高校招生校园咨询
活动计划于 6月 27日 8：30~12：00在河南省实验中
学校园内举行。

按照计划，本次咨询活动将邀请在豫本科一批招
生录取的院校。并且，现场咨询活动为服务性、公益性
活动，不向高校、考生、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高考网上志愿填报明起模拟演练
为期三天 请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及密码

本报讯（记者 王红）6 月 11 日，
记者从市高招办获悉，按照全省统一
安排，河南省 2019 年普通高招网上
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将于 6月 13 日~
15 日进行，届时考生可以登录河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
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

此次高招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
练范围包括：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拟
演练考生范围为所有参加 2019年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含对口
生、专升本考生），已被高职院校等单

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本次模
拟演练。 6 月 13 日~15 日，考生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
台（https://pzwb.heao.gov.cn) 进
行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志愿填
报模拟演练须按照省招办提供的模
拟演练专业目录进行填报。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所有考生
应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网上填报志愿
模拟演练，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考
生要妥善保管个人相关信息及密
码，确保考生信息安全。考生如丢

失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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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招
办办理密码重置手续。考生填报志
愿结束后，应使用“退出系统”功能
退出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本次模拟
演练所使用的有关高校招生计划、
合格成绩信息等数据均为模拟数
据，仅用于本次演练，与正式填报志
愿不同。本次演练没有安排志愿表
打印和签字程序。

河南70余所高校招生章程公布
提醒广大考生仔细研读 为两周后填报志愿做准备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高考落幕，“后
高考”时代怎么度过？6月 11日，记者连
线省内高校多位资深招生老师为考生支
招，他们建议广大考生在放松之余，不妨
结合自己的预估分数，沉下心仔细研读各
大高校的招生章程，初步圈定“目标院
校”，为两周后“知分知线知位”填报志愿
做好准备。目前，河南已有 70 余所高校
公布招生章程。

招生章程意味着高校对社会和考生

的承诺，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政策的主要
途径，也是填报志愿不可或缺的参考资
料，与考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教育部
阳光高考平台显示，目前，河南已有 70余
所高校的 2019年招生章程经上级主管部
门审核通过，登录各高校官方网站也都可
以查阅到。

“填报高考志愿、了解高校招生情况时，
一定不要忽略各高校发布的招生章程。”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全

国高校近3000所，包括多种办学类型，单纯
从学校名称很难了解和区分明白，这些情况
都可以通过各校公布的招生章程了解。不
少高校有多个校区，有的甚至在不同城市，
不同校区的专业录取分数可能相距甚远。
另外，为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拓展学生的
国际视野，如今很多高校都与国外知名高校
共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双方院
校的基本情况、培养模式、学历证书发放情
况等，考生也要心中有数。

河南师范大学招生办相关负责人提
醒考生，除了关注学校的招生计划，更要
看懂吃透招生章程。譬如，是否认可政策
加分、进档考生专业分配原则、对单科成
绩或身体条件要求等，在这些方面，不同
高校的具体规定可能不一样，考生可以根
据自身分数情况，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学
校和专业组合。每所高校都有多种招生
类型，其录取规则也不尽相同，务必查询
清楚。

今年我省拟招15800名特岗教师
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3.52万元

■今秋开学按时到岗
■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者入编入岗
■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

学校教师同等对待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昨日，省教育厅发文部署2019年河南“特
岗计划”相关工作。今年，中央及河南拟在我省招募 15800名特岗
教师赴农村任教，今秋开学到岗，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将分别对中央、
地方特岗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按照政策，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入编入岗。

今年我省“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为：中央“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为
我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除上述实施范围外，申报实施“特岗计划”的县
（市）纳入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根据安排，2019年中央“特岗计划”
分配我省招聘名额9800个，我省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名额6000名。

2019年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将向本地生源倾斜，重点加强乡村
学校教师补充，优先满足村小、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进一步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加强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
补充。

省教育厅要求，特岗教师招聘要严格按照教师岗位设置要求执
行，不得将特岗教师安排在非乡镇及以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或非教
师岗位。要把好特岗教师招聘质量关，从严执行招聘条件规定，不得
自行放宽尺度、降低标准。要做好招聘实施工作，遵循“公开、公平、
自愿、择优”的原则，严格规范程序。要务必于8月底完成招聘工作，
确保新录用特岗教师秋季开学时按时到岗。

各地要落实好特岗教师的工资与补贴发放、周转宿舍安排等工
作，切实解决其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确保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
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对
待。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8年 7月 1日起，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
准提高至每人每年3.52万元。

政策明确，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
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各地须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以及特岗教师服务证书发放和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
服务期满特岗教师在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硕士研究生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张华 通
讯员 郑明歌 文/图)昨日下午，一
批批崭新的、外形时尚大气的新
能源纯电动公交车陆续驶入公交
二公司公交场站，整齐有序停放，
等待投入运营。

在公交二公司开元路公交场
区，记者看到，这批新车跟以往的
公交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全部
安装了半封闭式驾驶室隔离门，
驾驶座防护隔离门上，还贴有“影
响公交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涉嫌违
法犯罪”警示标语。驾驶员有相
对独立的驾驶空间，可以有效避
免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隔离门
采取半封闭式，玻璃可以升降，既
可将驾驶员与乘客进行物理隔
离，又不妨碍驾驶员与乘客进行

沟通。”郑州公交二公司机务科科
长王煦介绍。

据悉，除此之外，新车还有以
下几大亮点：

一是手电一体击窗器。当发
生紧急情况时，车长及乘客只需
打开开关保险盖，按下控制开关
即可击打玻璃，击打后，玻璃呈网
状龟裂，乘客可用手轻推玻璃即
可脱落。

二是固定式感温自启动水基
灭火装置。主动预防，接触明火
即可启动灭火；启动迅速，接触火
源 3~5 秒启动，使火灾被控制在
萌芽状态；灭火高速，灭火能力是
普通手提式灭火器的5~6倍。

三是塞拉式车门。车门向车
外打开，不占车内空间，还可实现

智能防夹。
四是车载 360 度全景监控

系统。对同一时刻采集到的多
路视频影像处理成一幅车辆周
边 360 度的车身俯视图，最后在
中控台的屏幕上显示，让车长清
楚查看车辆周边是否存在障碍
物并了解障碍物的相对方位与
距离，不仅非常直观，而且不存
在盲点。

五是车长的福音──加热通
风按摩座椅。这个按摩功能主要
是对驾驶员的腰部肌肉进行交替
按压，从而减轻车长驾车的疲劳
感，放松身心，使驾驶更安全。

这六大安全智能设备为车长
安全行车保驾护航，为乘客安全
乘车再上“放心锁”。

瞧！绿城社区的“百家宴”
昨日，文化绿城社区第四届“百家宴”如期举行，百余名

社区党员和居民精心准备了自己的拿手菜、家常菜，整个活
动现场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无人售卖西瓜摊“亮相”
吸引不少“吃瓜群众”

本报讯（记者 翟宝宽）近日，郑州多个小区内出现无人售
卖的自助西瓜摊，西瓜个个明码标价，已经贴上了标签。顾客
只要选好西瓜，再按照上面的价钱扫码付款就可以把西瓜抱
回家。

“这个瓜摊在这摆了有半个月了，我看销量还不错，一
天基本上能把这一筐卖完。”在黄河路与政七街附近的省
供销社家属院内，居民李女士指着旁边的无人售卖西瓜摊
告诉记者。

这个西瓜摊就摆在小区中央显眼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铁
筐，里面的西瓜已经所剩无几。每个西瓜上都有标签，上面写
着重量和价格，无人售卖和付款二维码的牌子就摆在旁边，上
面还写着西瓜摊老板的手机号，记者在瓜摊周围并没有看到任
何监控设施和人员看管。

“我们这个瓜摊靠的就是市民的自觉和诚信，目前这种
模式已经开展了一个多月，效果还不错，好的时候一个摊位
一天能卖出去七八百斤，只出现过极少数少瓜的现象。”来自
开封的瓜摊老板高学师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一共种
了 300 亩的瓜田，如今正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他预计今年会
有几百万斤的西瓜上市，人手实在是紧缺，才想到无人售卖
这个办法。

“我从去年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家人对这种做
法表示担忧。今年实在是忙不过来，就在咱们郑州摆了几个无
人售卖摊。目前主要是集中金水区，大概有三十几个摊位。我
的目标是在郑州开设100个无人售卖西瓜摊。”高学师说起自己
的西瓜摊，信心满满。

“把手机交出来！”
别说，这一嗓子可管用

本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陈卫历

眼睁睁看着小伙子手机被小偷偷走，提醒还不管用，这位
车长大喊一声“把手机交出来”。

别说，这一嗓子可管用，小偷乖乖把手机交了出来。昨日，
在86路公交车发生这样的一幕。

昨日 7时 41分，郑州公交 86路车长刘曙光行驶上行七里
河桥站时，发现了一名穿着白色上衣掂着行李的男孩在上车
时，被混在人群中的小偷偷取了口袋中的手机。

这时，车长刘曙光立刻对这名乘客做出了提醒。但是乘客
并无反应，继续往后走。

眼看小偷就要逃窜，紧急时刻，车长站起身对小偷儿大声
吼道：“把手机交出来！”由于做贼心虚，小偷反身把手机拿出，
递向车长刘曙光。刘曙光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小偷把手机放在
前门台处。接着，小偷按照车长的指示照做后，转身快速离
开。确认无危险后，刘曙光喊丢失手机的男孩到前门台处，取
走了自己的手机。随后，失主对刘曙光表示感谢，全车乘客也
对车长见义勇为的英雄举动，表示点赞和感谢。

昨日，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举行以“防风险，除隐
患，遏事故”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活动，着力
提升班组的应急意识和先期处置能力。图为使用过渡
板疏散旅客。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关爱未成年人宣传防溺亡知识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吴慧青 文/图）暑期将至。昨日上
午，市水利局引黄灌溉工程管理
处联合惠济区，在中国大运河
索须河亲水广场启动“关爱未成

年人 暑期防溺亡”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现场，市引黄管理处负
责人、惠金黄河河务局负责人介
绍了惠济辖区水域分布情况，提

醒大家熟悉水域位置，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自觉远离危险水域。惠
济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希望有
关方面切实认识溺水事故对孩
子、家庭及社会造成的危害，做好
警示教育。

惠济区红十字会宣讲员在索
须河岸边向在场的该区 50 余所
中小学校及各镇（街道）、各村（社
区）安全专干讲解了预防溺亡相
关知识，并进行了溺水救护演
示。此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将覆
盖惠济区 50余所中小学校、8个
镇（街道）70多个村（社区），4万
余名在校未成年人及该区广大群
众、家长将接受全方位的预防溺
亡及溺亡救护知识教育。

据悉，今夏以来，市水利局引
黄灌溉工程管理处已先后组织志
愿者走进郑州北郊水域沿线多所
中小学进行防溺亡知识普及宣
讲，受教育学生2000余人次。

我市开展流通领域箱包抽检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法定质检机

构对中原区流通领域销售的箱包进行了抽查检验。
此次抽检共涉及中原万达、王府井百货、大商等22家企业、商户

销售的共 65批次产品，其中双肩包 43批次，单肩包、斜挎包 9批次，
拉杆箱4批次，手提包9批次。

抽检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日常生活用背提包的外观质量、扣件
耐用性能、缝合强度及旅行箱、拉杆箱的外观质量、行走性能等项
目。检测结果出来后，对检测不合格的箱包，中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责令被抽检的经营者停止销售，并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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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新增一批新能源公交车
高科技不少 驾驶室全部安装半封闭式隔离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