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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阴
柯宇同学，您好！我是邮政投递员，
正为您投递高考录取通知书，请出示
一下证件。”7 月 13 日 15 时 15 分，在
郑州市金明路 17 号院内，郑州市邮
政分公司林科路揽投部的投递员王
鹏杰在仔细核对了身份证后，郑重地
将今年我省第一封寄达的、来自清华
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交到郑州市
外国语学校阴柯宇同学的手中（如
图），并代表河南邮政送上了鲜花和
祝福。

“真高兴啊！没有想到通知书这
么快就到了，感觉像做梦一样！”阴柯
宇同学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开心地
说道。这是我省今年第一封寄达的高
考录取通知书，也标志着全省高考录
取通知书的寄递工作正式拉开大幕。

为做好2021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
递服务，河南邮政开辟了高考录取通知
书寄递服务“绿色通道”，以最高标准、
最强保障，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零丢失、零误投”。
相比较普通邮件，高考录取通知书

寄递在生产处理过程中享受了与众不
同的“特殊待遇”：邮件全部使用特制的
录取通知书专用封套、专用的包裹袋牌
（红白条纹相间）等特殊标记；在处理环
节，邮政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专人、专

区、单独封袋、单独交接”操作；在投递
环节更是实行专人、专车，不与其他邮
件混合处理，且全程监控、上门投递，确
保每一封邮件准确、安全、及时投递到
考生手中。

河南邮政提醒广大考生，要提前

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保持电话畅
通，等待投递员上门投递。广大考生
可通过关注“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
流”微信公众号，查询通知书寄递状
态，系统将实时更新、推送通知书配送
信息。

在行走中学党史
在实践中守初心

本报讯（记者 刘地）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更好继承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增强党组织
凝聚力和战斗力。7月 7日至 9日，高
新区大里村党委成员到新县大别山革
命老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开班仪式上，学员们详细了解了
大别山革命老区基本概况和革命先烈
们当年的战斗历程。在鄂豫皖苏区首
府烈士陵园，党员代表向烈士纪念碑
敬献花篮，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宝贵
生命的英雄们。

英烈广场上，大里村党委书记带
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
入党誓词。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鄂豫皖苏区将帅馆，学员们通过
参观展陈的珍贵革命文物，了解革命
先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
命、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共同
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新县箭厂河乡李家河村一块不足
30平方米稻田，一共有 300多名共产
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里被残忍杀害，
鲜血染红这块稻田，因此被群众称为

“红田”。“红田”惨案是鄂豫皖革命先
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前仆后继革命
精神的历史见证，全体党员在红田为
革命烈士默哀。

通过此次活动，学员们真正了解
了大别山的革命斗争精神，重温了光
辉的革命历史，感悟了先烈崇高的革
命精神，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大里村党委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先后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村史
馆里讲党史”“在行走中学党史·在实
践中守初心”系列活动，并以优异的
成绩荣获“2020 年省级基层党建示
范村”和“2020年市级先进基层党组
织”。

带着思考学党史——

名校老师的“暑假作业”

学习是教师的“终身任务”

做一名好教师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
事情，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学习提

升教师自我发展。而高质量的党建工作，

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才能更好地

促进学校高质量的发展。

6月 28日下午，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郑州市第

四高级中学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7月 10日，郑州四中组织

全体教师赴信阳开展为期五天集中培训

和党史学习。

信阳是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是红

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7月 11日，四中

全体教师先后参观鄂豫皖革命纪念馆，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大别山红色历史，回

顾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在讲解员的带

领下，老师们通过革命时期珍贵的文物

和照片了解了革命先烈的故事。纪念馆

着重展现信阳厚重革命历史，反映了战

争年代英雄的老区儿女创造辉煌业绩的

革命精神。

当日下午，郑州四中全体教师来到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二十五军
长征出发地——罗山县何家冲，这个普通

的小山村与红色精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红色血脉浸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大家

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永远铭记革

命先烈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顽强的英
雄气概。恪尽职守，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班主任赴罗山何家冲“话初心”

暑假是教师放松休整的美好时光，
更是老师们持续充电的重要阶段。假期
伊始，为丰富党史学习教育形式，6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郑州外国语学校组织 50
余位班主任齐赴罗山县何家冲，将业务
培训和党史学习完美结合。

5天的集中学习期间，有教育专家带
来的“叛逆青春期”“生命教育”课堂；有
班主任畅所欲言的“班级管理案例研
讨”；有“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
实地学习……7月 1日，在集中观看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

后，党员班主任们来到王大湾会议遗址，

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初心，

镌刻红色印记；通过参观郝堂村、司马光

油茶园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建设成果，

班主任老师们更是直观感受到了党带领

人民群众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带来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郑外老师们

深入思考“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紧

密联系，也更加深刻领会到教育工作者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谈及

收获，老师们异口同声：作为光荣的人民

教师，要把接受党史教育作为一种政治责

任、一种精神境界。每一次向历史深处的

回眸，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思想的

升华、一次行动的感召。通过百年党史学

习，我们汲取智慧和力量，会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立足教育岗位，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去，绽放尽责光
彩，创造美好教育。

汲取红色营养输出“红色乳汁”

“物之成于器，人之成于学。”6月中旬
到 7月上旬，郑州市第一中学的老师们分
批走进有革命“小延安”之称的竹沟，集中
开展教师党史学习教育。

在开场的党史课堂上，党史专家为一
中的老师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竹沟革命斗
争发展史。竹沟早在 1926年就建立了党
的组织，1927年 4月，为了配合北华军进
军豫南，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杨靖宇、张家
译等同志带领确山 5万民众举行了震惊
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
县级革命政权——“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
会”，之后又建立了竹沟第一党支部，播下
革命的火种。竹沟是中原地区的摇篮，刘
少奇、李先念、彭雪枫等大批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被
誉为“小延安”。

在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一件件饱经
历史沧桑的实物、一张张布满岁月痕迹
的照片、一幕幕震撼心灵的情景再现，生
动讲述着过去。老师们纷纷表示，通过
此次参观学习，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
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思想上
受到了教育、灵魂上受到了洗礼、党性上
受到了锤炼，也更加懂得作为一名人民
教师身上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今后的
工作和学习中，一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
继承先烈遗志，弘扬先烈精神，汲取红色
营养，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王 红 文/图

省会的7月热浪滚滚，当全市
中小学生正在快乐享受假期时，郑
州四中、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
等省会名校的老师们却迎来了一份
必修的“暑假作业”——带着思考学
党史。

多为群众办实事
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军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荥阳市王村镇党
委把“学党史办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
习教育全过程，要求各支部党员干部围绕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总体要求，以扑下身子摸实情，我为群
众办实事，扎实开展“学党史办实事”实践
活动，通过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问题，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

聚焦民生福祉，立足实际“办实事”。镇
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会召开后，镇党委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安排部署“学党史办实事”
实践活动，根据镇域实际情况，聚焦辖区交
界处、枯河沿线、黄河滩区、金滩市场等重要
地段环境卫生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重点问题，
开展“环境卫生大会战”活动，以“党员带头、
干部先行、群众响应”，干群联手参与村内垃
圾清理、杂草清除和枯河清淤等，以卫生有
序的乡村环境，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史学习

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走进群众身边，深入开展“察民情”。全

镇包村领导、包村干部深入所包村组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发现问题。收集村内外环境治
理后如何保持、太阳能路灯安装、道路两侧
绿化花木挑选到沿黄快速通道两侧、下黄河
滩路沿线卫生规范整治等问题，建立整改工
作台账，明确时间目标任务、抓好问题整改，
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立足便民利企，志愿服务“暖人心”。大
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开展“学党史·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和“服务樱花季志愿者在行
动”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镇综治办、司法
所、党建办等机关干部走上街头、走进企业，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和移风易俗倡
议等宣传活动，向群众、企业员工宣传预防
电信诈骗、防毒禁毒、财产继承、劳动纠纷等
热点问题法律常识和相关法规，引导广大群
众了解知晓《民法典》，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
文明素养。

39名新疆先心病
患儿抵郑“修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郭昊）12日 7时，随
着 Z294次列车缓缓停靠郑州站，39名来自新疆的先心病患儿抵
达郑州，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开启了一段“修心”之旅。

今年 6月 16日~22日，市七院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新
疆开展了“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活动，经过筛查与沟通，最终
确定了39名符合救治条件的患儿来郑接受免费治疗。

当日，在市七院志愿者的帮助下，患儿和家长很快被接到医院
精心布置的“爱心病房”。记者了解到，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12
岁，最小的刚刚1岁。

针对患儿的病情，市七院提前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并做好术
前一切准备工作。该院党委书记曹德明说：“爱心病房准备了面包
等早餐，在郑州期间，医院特意设置了民族餐厅窗口，尽量满足这
批患儿和家长的生活需求。”

据了解，自 2015年起，郑州市七院先后 6年 9次携手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开展“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足迹
遍布青海、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总行程近3万公里，
筛查先心病患儿 1.26万人，并已为 329名先心病患儿实施全免费
手术治疗，并全部获得成功。

爱心联结三地
助力生命延续

湖南小伙捐造血干细胞挽救山东
患者，河南医护团队倾力守护生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姜伟）山东患者
确诊白血病，前来河南就医。湖南志愿者捐出造血干细胞，
在河南医护团队的倾力救治下，这名年轻患者重获新生。
爱心联结三地，助力生命延续。昨日，郑州市三院血液科二
病区主任王娴静告诉记者，患者于两日前顺利出舱，目前状
况稳定，再经过几天的恢复，血检结果正常的话，就可以出
院回家。

山东患者确诊高危急性髓系白血病

小胡是山东一位年轻妈妈，仅一年多来，她因贫血较
重反复就诊，查找不到原因，后经朋友推荐，于 2021 年初
找到郑州市三院血液二病区主任王娴静求助。通过王娴
静团队为其进行的血常规、骨髓穿刺等一系列检查，被确
诊为基因突变的高危急性髓系白血病。凭借临床丰富的
经验，王娴静针对小胡的病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虽然经
过化疗，初步稳定了病情，但仍需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进
一步根治。

湖南小伙儿捐献造血干细胞

小胡的家人非常理解并支持治疗方案，王娴静团队
也 积 极 为 患 者 寻 找 合 适 的 供 者 。 幸 运 的 是 ，在 中 华 骨
髓库检索到一位 90 后湖南小伙，与小胡骨髓全相合配
型成功。

当得知自己的善举可以救助一个陌生的危重病人时，小
伙毫不犹豫地捐献了造血干细胞。6月 25日，中华骨髓库工
作人员将这份采集自湖南小伙体内的“生命种子”，送抵郑州
市三院。

随即，这份寄托着大家的美好祝愿和无限希望的造血干
细胞被移植入小胡体内，后经移植舱护理专业团队的精心护
理，她在移植舱内安全度过无细胞期，无感染排异等并发症
发生。

“生命奇迹”在郑州再次发生

经过11天白细胞植入、13天血小板植入，这份承载着爱心、
联结三地的“生命种子”终于生根发芽，在患者体内蓬勃生长。

7 月 10 日，郑州市三院移植病房外，血液二病区移植
团队和患者家属早早地等待着小胡出舱。当小胡走出移
植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抱着王娴静说：“我太
激动了，感谢这么多陌生人为我付出的一切！真的谢谢
你们！”

一路风景一路花香
刚刚通车不久的S312沿黄河快速路两侧，成片的向日葵在

骄阳下热烈绽放 ，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洋。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身边正能量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省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提醒考生：提前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保持电话畅通

公交志愿者
为环卫工人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卢迅)持续
的高温天气，街头酷暑难耐，昨日，郑州公交
小玲服务队志愿者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滴
滴关怀暖人心”服务活动。

12日 13时，公交 B2路公交车长王宁带
领郑州公交小玲服务队志愿者来到西三环化
工路段，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百斤西瓜与 10
顶太阳帽，感谢他们在炎炎夏日不惧酷暑、依
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师傅，快坐这儿，来吃西瓜解解暑。”在
西三环化工路段，志愿者邀请环卫工人走进
车厢，为他们递上西瓜，送上夏日的清凉。环
卫工人王师傅边吃西瓜边说：“这西瓜吃着真
甜，我们心里更甜，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
吃完西瓜，戴上志愿者送的太阳帽，这群可爱
的劳动者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志愿者王
宁说：“我们B2路公交车一天从这儿经过三
四次，每次看到环卫工人这么热的天在这儿
工作，真的让人心疼。回到调度室之后，我们
几个车长就商量着买一些西瓜送给环卫工师
傅，解暑降温。除了西瓜，我们还在网上购买
了一些防晒的帽子，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戴上，
避免太阳直射。”

据了解，郑州公交小玲志愿服务队已经
连续四年为环卫工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送
过西瓜、绿豆汤、风油精、冰糕等避暑用品。
郑州公交小玲服务队倡导广大市民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不乱丢垃圾，美丽的家园要靠我
们每一个人共同建造。

业务培训和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郑州四中暑期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