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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中小学迎来
线上开学第一课

2021 年的夏天，对于每个郑州
人来说，注定和以往不同。从特大
暴雨倾盆而至，到新冠疫情卷土重
来……经历过一个汛情和疫情叠加
的 漫 长 暑 假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开 学
季，“把灾难当教材 与祖国共成长”
成为全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的生动
教材。

中国精神让生命闪光

8 月 28 日，金水区未来路小学四
五班的孩子们迎来了线上“开学第一
课”。与以往不同，这堂课的主角是班
级全体成员：54名少先队员、54名讲

述者，用语言、用文字、用相机、用行动

……讲述 2021年暑假，郑州人身边的

中国精神。

从社会各界万众一心，用使命筑

起“生命之舟”的“抗洪精神”；到白衣

战士们生命至上，与病毒全力搏斗的

“抗疫精神”；从运动健儿们坚守理想、

顽强拼搏的“奥运精神”，到科学工作

者不懈探索、用科学追逐梦想的“航天

精神”，孩子们用心去看、去听、去讲

述、去交流、去感受……一堂课下来，

这些荡气回肠的“中国精神”，让少先

队员们深深感慨：“未来，我们只能更

加努力、更加拼搏，才能不负时代，不
负祖国！”

努力拼搏让生命怒放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在郑州高
新区行知中学，孩子们的“开学第一
课”也别具一格，学校把建党百年党史
学习教育和疫情防控、防汛救灾教育
相互结合，采用“红色家书致儿女”的
方式，由爸爸妈妈执笔为自己的孩子
送上一封家书，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

基因、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孩子，真诚善良，正直勇敢，学会

尊重，友爱互助，热爱我们生活的祖

国，其实这都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一面

……未来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

想陪你们一生，但是我和爸爸终究是

中途要离开的人……生活少不了坎坷

和磨难，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不会轻易

被困难吓倒；只有刻苦学习，才能不会

轻易错过机会……”在爸爸妈妈写给

七年级学生凡祖尧的家书中，字字情

真，又句句中肯。虽然是在线上分享，

但听完一封又一封来自父母的真诚书

信，孩子们突然安静了，他们不由得咀
嚼着书信中字里行间的深意和期盼，
深深思考未来和责任。

学会思考让生命拔节

灾难是最好的教材，社会是最好
的课堂，艰辛和磨砺是与祖国共成长

最好的催化剂。关于暴雨灾害、关于
疫情、关于成长，在郑州第二高级中

学，青年学子们在“开学第一课”上探

讨着、交流着、品味着。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高二学子

李艺哲说，在“7·20”特大暴雨中，发

生了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水位齐

腰，水流湍急，郑州市民喊着号子，手

挽着手过马路；“新医生”于逸飞自己

刚逃脱死亡困境，赤脚而受伤，却仍

坚持跪地 6小时为伤者做人工呼吸和

心肺复苏，直到体力耗尽才悄悄离开

……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都是平凡

的普通人；可在危机时刻，他们却迸

发出最耀眼的光。

面对灾难的中国人有多强？高二

学子闫可欣说，疫情中，无论是白衣执

甲、逆流而上的众多医护人员，还是坚

守在大街小巷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志

愿者，所有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拼

搏。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一次次地

挑战极限，拼尽全力，展现出超越国界

的友爱与人性光辉……是啊，经历了

这特殊的夏天，孩子们看到了“国有

难，操戈披甲；人有危，众士之先”的大

国风范；感悟到了何为国之砥柱，何为

民族之脊梁；也更加明白自己未来应

该成长为怎样的人……

本报记者 王红张勤

下半年自考
本周五报名

不再进行现场采集考生照片信息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我省 2021年
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 10月 16日至 17日
进行，记者昨日从省招生办获悉，此次自考报名将于
9月 3日 8：00~9月 7日 18：00进行，因疫情防控原
因，不再进行现场采集考生照片信息，由考生在网上
报名平台直接上传照片等信息。

根据《河南省 2021 年下半年自学考试报名须
知》，本次自考实行网上报名、网上上传照片、网上
缴费。9月 3日起，考生可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报名。首次报名考生报
名流程为：网上注册个人基本信息→网上报考课程
→上传照片→网上缴费（照片上传成功后再缴
费）。已有准考证的老考生不用上传照片，需要上
传照片信息的考生，须于 9月 7日 15：00前完成照
片上传工作。

省招生办提醒考生在报名当天登录网报系统查
验审核状态，审核未通过的考生，务必于报名截止前
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根据未通过原因修改个人信息，
提交后，重新接受审核，否则为无效报名。

考生可在考试前5日内登录报名网站打印考试
通知单，因条件等限制确实无法打印考试通知单的，
可持身份证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免费
打印。首次报名考生和丢失准考证的老考生于考试
前5日内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领取准考证或补办临
时准考证。本次报名期间不再受理老考生准考证补
办申请，各地招生考试机构可在首次报名考生领取准
考证期间为丢失准考证的老考生补办临时准考证。

自考成绩将于 11月 15日公布，成绩复核申请
时间为11月 15日至11月 22日。

河南明确73项教育违法行为处罚标准

失德失范将撤销教师资格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记

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河南省教育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2021 年版）》日前正式印
发，为 73种教育违法行为明确处罚标准，
要求全省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
避免行政执法的随意性。

《基准》涵盖73项违法行为

此次公布的《基准》明确了 73项违法

行为，以及每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法律

依据、违法情节及裁量基准，涉及的违法行

为全面，涵盖违规招生、违规办校办园、虚

假招生、违法颁发学历学位、违规收费、虚

假招生广告、顶替他人身份入学等。

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基准》提出“依

据违法情节轻重，划分裁量等次”。裁量基

准也十分细化，什么情节对应哪种裁量一

目了然。譬如，“情节轻微、危害后果较小

的”将可能会面临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

款等；“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

会影响的”将面临责令停止招生、撤销招生
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较大数额的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基准》对教师失德
多种行为的处罚也进行了标准细化。品行
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行为，将撤销教
师资格；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将撤销教
师资格。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
3年内将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违规办学取缔停招

根据《基准》，今后，涉及违规办学的各

种违法行为不论轻重，都将面临一样的结

果：取缔、停止招生、停止办学，严重的还将

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

违规擅自举办民办学校，将“责令停止

办学、退还所有费用”，并将依据情节轻微、

一般、严重分别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

以下罚款、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罚款、四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

校（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行为”将依据情节轻
微、严重进行“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

停止招生、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造成社

会恶劣影响的，将吊销办学许可证。

针对家长关注的幼儿园安全问题，《基

准》提出，幼儿园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

威胁幼儿生命安全，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

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将被停
止招生、停止办园。

违规招生严惩不贷

在违规招生方面，《基准》强调，“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

学生的行为”将依据情节轻微、一般、严重

处以“警告”“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责

令停止相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如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恶劣社

会影响的，将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

证。针对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

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教
育等）、高校等违规招生行为，《基准》还细
分了相应的处罚基准。

让家长们头疼的虚假招生宣传，《基准》
明确了处罚标准。民办学校（实施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
育）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
的行为，最高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
可证；没收违法所得。”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文化补习、学前
教育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骗取钱财的行
为，情节严重也将吊销办学许可证。

顶替他人入学等社会关注度高的问
题，《基准》也有涉及。其中明确，盗用、冒
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入学资格，将

“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二年以
上五年以下”。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
本人身份，顶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行
为，除了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将没收
违法所得。

郑州西南绕城高速公路
水毁处有望今日抢通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郭伟峰）昨日，记者从省高速

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7·20”强降水以来，郑州西
南绕城高速公路 K23东北侧山体内土体含水量处于饱和状
态，加之 8月 28日至 8月 30日持续降水，导致路线外侧山体
滑坡，引起桥梁排水设施损毁，山体水流继续冲刷路基，导致
路面下方被掏空。目前，该路段处于交通管制状态，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部门正全力先抢通、后抢修。

预计9月 1日 12点抢通完成，可恢复单幅双向通行，提醒
广大车友，行驶至该处路段时减速慢行。

省胸科医院启动大病帮扶救助活动

受灾住院患者医疗费
最高可减免 1 万元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红）为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保障

受灾群众生活，河南省胸科医院启动 2021“大病帮扶 情满
河南”水灾重灾区住院患者费用减免救助活动，受暴雨灾
害影响较为严重的郑州市、新乡市、鹤壁市及所辖县区三
地患者，在省胸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医疗费最高可减免
1万元。

据介绍，7月 17日至 23日，河南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暴
雨灾害，为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同灾区群众携手努力、共克时
艰，即日起，河南省胸科医院与河南省慈善总会、北京轻松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展 2021“大病帮扶 情满河南”水
灾重灾区住院患者费用减免救助活动。

本次专项救助申请对象为：受河南暴雨灾害影响较
为严重的郑州市、新乡市、鹤壁市及所辖县区在河南省
胸科医院接受治疗的住院患者。减免标准具体为：每位
住院患者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 1 万元以内给予全免费，
超出 1 万元的最高减免 1 万元。无医保患者最高减免 1
万元。

申请医疗费减免患者需提供患者本人的身份证及户口本
复印件一份（未满14岁患者还需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及户口
本复印件）；村委会出具的家庭受灾情况说明原件并加盖村委
会公章；水灾导致家庭损失情况图片；患者入院诊断证明。符
合减免标准的患者可向病区申请并提交资料至社工部。申请
患者如同时符合多个项目救助条件，以最高救助款项目为准，
不可重复申请。

今起郑州各汽车站
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车长一招呼
满车是“雷锋”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魏晓柯）8 月 30 日大
雨中，一辆私家车抛锚打着双闪停在快车道中间，158
路公交车长一声招呼 ，满车“雷锋”下车助推私家车脱
离窘境 。

8月 30日 16：10，158路公交车长朱继富驾车行驶
到商都路贾陈街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私家车抛锚
打着双闪停在快车道中间，车主看着有点不知所措的
样子。由于当时下着大雨，贾陈街道路又较窄，私家车
如果坏在这里，只留一个车道过车，极易造成交通拥
堵。考虑到这个情况，车长朱继富赶紧下车询问情况，
私家车主非常着急地告诉车长，可能是雨下得太大，他
的正在行驶中的车突然没了动力。为了不影响车辆顺
畅通行，车长呼吁乘客一起下车将车推开，这一想法
得到了车厢多名热心乘客的响应。与此同时，骑着三
轮车经过此地的市民陈先生，看到这个情景后，也加入
到爱心队伍里。最终，在车长朱继富、热心乘客和市民
的帮助下，将私家车推挪到了安全地带。

几分钟后道路恢复通畅，此时大家的衣服都被雨淋
透了，但人人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 车长朱继富说：“助
人为乐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出门在外，任何人都有遇到困
难的时候，向他人伸出援手，不是为了听一句‘谢谢’，更
多的是出于内心深处的那份善良。”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韩黎剑 王顺
利）昨日，针对银基商圈及周边道路存在的机动车违停占
道及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交通乱象行为，交警三大队
联合南关街道办事处、管城区执法局等部门开展交通秩序
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秩序。

受暴雨和疫情影响，在封闭、封控阶段，银基商圈周边
小区不少居民将车辆沿路停放在了陇海路、钱塘路、布厂
街等路段，昨日上午这些道路仍有大量汽车停放，其中陇
海路机动车道区域成为占道停放的“重灾区”。

记者在布厂街口看到，陇海路南半幅机动车道内，由
西向东停放着三排汽车，除了南侧绿化带两边停放的两列
汽车外，陇海路BRT车道整个被各类机动车辆占据，钱塘
路至南关街 300多米长的道路上至少停放了 200辆各类

汽车。
三大队车站一中队中队长王杨介绍，目前城区道路交

通流量已基本恢复至灾情、疫情前水平，但银基商圈及周
边区域机动车乱停乱放等情况仍然严重。此次整治行动，
三大队在治理机动车乱停乱放时，采取了教育和处罚相结
合的方式，民警向违停车辆张贴文明停车温馨提示，对停
放在道路中间或其他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车辆，先行电话
联系司机挪车并对其批评教育，联系不上或司机不能及时
赶到的予以拖移和处罚处理。

据了解，郑州已全面恢复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工作，交
警支队将采取行动加大对违法停车行为的整治和处罚
力度，其中严重妨碍道路通行的车辆可能会被警方拖移
处理。

多部门联合整治违法停车
严重妨碍道路通行或被拖移

退伍军人捐献造血
干细胞挽救患者生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通讯员 常金

萍）8 月 25 日上午，退伍军人王庆在河南省肿瘤医院
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郑州市第 343 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他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将会挽救一个年
轻的生命。

今年 37岁的王庆是市青少年宫的一名工作人员，
2020年 3月，为了抗击疫情，他参加了无偿献血活动，也
响应号召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希望能
在有人需要时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仅一年后，2021年 6月 2日，王庆就接到郑州市红十
字会的电话，当得知自己与一位血液病患者初步配型成
功时，他惊喜之余也感到十分幸运，毫不犹豫就同意了捐
献，热情开朗的王庆说：“我当过兵，退伍不褪色，能有机
会挽救别人的生命我义不容辞。另外，我家几代人都是
医生，相关医学知识我也比较了解，我一定全力配合捐献
工作。”

从8月 20日开始，连续4天，王庆每天都需要注射动
员剂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备，每隔48小时还需要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8月 25日，经过所有人的努力，王庆终于
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面对同事的称赞，王庆表示：“我只是做了一名党员、
一个退伍军人应该做的事，面对这种情况，相信大家也都
会选择挺身而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进来，为血液
病患者送去关爱和生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汪军 文/图）昨日，记者从
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依据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2021 年 36 号）通告精神，经有关部门批
准，郑州交运集团所属各汽车站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工作基础上，自 9 月 1 日起有序全面恢复客运班线
正常运营。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进出站请戴口罩、测体温、配合核
验健康码。郑州各汽车站将严格落实交通运输部《客运场
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五
版)》要求，强化交通场站防控，加强人员引导，避免人员聚
集，旅客进出站要戴口罩、测体温、核验健康码，同时建立
完善全环节、全流程疫情防护责任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出
行安全。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科学确定客运班线恢复计划，各站提
前排查线路安全隐患，做到道路隐患不排除不恢复，道路安全
条件不具备不恢复，疫情形势不稳定不恢复，疫情防控措施不
到位不恢复。做好工作人员应急处置及疫情防控专业培训，
严格落实好场站消杀等防疫措施，强化优质服务，主动为老年
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通行便利服务（如图）。

郑州交运集团在此提醒旅客：郑州各汽车站发班情况以
实际发班为准，或通过豫州行微信小程序查询。

昨日，南三环，秋色渐起，路边的银杏树树叶已经开始泛黄。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身边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