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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照料岳父十余年
巡防队员孝行感动四邻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保喜

在郑州市二七区交通路 1号院，经常能看到一位巡防队员
搀扶着一位老人在散步，这是56岁的建中街巡防队员王怀民和
他92岁的岳父王铁群。

王怀民介绍，他的岳父年轻时在单位受过伤，左手失去了四
根指头，生活上很不方便。近十年来，岳父又先后患上了心梗和
脑瘤，做了心脏支架和伽玛刀手术，王怀民从此就肩负起了照顾
岳父的责任。为了让岳父更健康，王怀民开始学习健康知识，他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书店购买健康方面的书籍，回到家后细细
研读；他还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了解养生方面的知识；电视上的
养生栏目他也特别关注。他总是说，自己懂得越多，照顾老人更
方便。岳父喜欢观看体育比赛，王怀民就经常抽时间，坐在电视
机前陪岳父观看体育比赛。由于岳父年老耳聋，王怀民总是大
声而又耐心地给他讲解比赛的情况。他还专门给岳父订了电视
报，让岳父能准确、及时地了解播出时间。

王怀民的家虽然离岳父家很远，但总是有求必应。平时，王
怀民的岳父有个感冒发烧的小病，只要接到电话，王怀民二话不
说就带着岳父去看病。这么多年，岳父吃的药全是王怀民给买
的。每天要吃什么药？如何配药？啥时候吃药？他都烂熟于
心。细心的王怀民怕岳父大脑退化，没事就带他去散步，让他晒
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还经常帮他洗澡、洗脚，变着花样给他买好
吃的，倾心尽力照顾他。经过王怀民的悉心照料，岳父的身体越
来越硬朗。

周末或节假日，别人都是外出旅游，王怀民却很少出去。一
下班，他都是赶紧往家跑，几乎没有跟朋友聚会过，大家都很理
解，他基本上都把业余时间放到了家里。

“十几年来，王怀民无怨无悔地照顾我，用一片孝心和亲情，
换来了我的安康和幸福。一辈子有这样的女婿，值！”老人感慨
地逢人便说。王怀民说：“赡养老人是做人的本分。作为一名巡
防队员，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更应该把老人照顾好，有能力就要
多付出一些。”

王怀民女婿照顾岳父的事迹，早已成为街坊邻居口口相传
的佳话。邻居们说，王怀民不是亲儿子，却胜似亲儿子，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孝老爱亲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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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视力筛查
每学年不少于两次

本报讯（记者 汪辉 王红）眼睛是心灵
的窗户，也是学生了解自然、认知社会、观
察世界的窗口。为科学规范开展近视防
控，10月 11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获悉，按照最新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
宜技术指南》要求，今后，各地要建立中小
学生视力定期筛查制度，开展视力不良检
查，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两次。

近年来，省、市各大医疗机构眼科门
诊儿童青少年近视接诊率居高不下，儿童
青少年近视呈现发病率高、程度深、低龄
化等趋势。据统计，2018 年至 2020 年，
我省连续三年开展了儿童青少年（6~18
岁）近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以 2020年
数 据 为 例 ，我 省 总 体 近 视 率 上 升 为
54.98%，相 比 2019 年 反 弹 3.36 个 百 分

点。其中，分学段来看，6 岁儿童近视率
为 16.82%，小学生近视率为 37.62%，初中
生近视率为 72.70%，高中生（含职高）高
达 82.41%。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到
了最紧迫的时候。

为指导科学规范开展近视防控工作，
提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技术能力，结合
当前国家“双减”政策要求，国家卫健委更
新调整了最新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
宜技术指南》。新政明确要求：建立中小学
生视力定期筛查制度，开展视力不良检查，
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两次。内容包括裸
眼视力、戴镜视力（如有戴镜）、非睫状肌麻
痹下屈光检查，视觉健康影响因素评估。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增加眼轴长度、角膜曲
率测量。筛查单位应当及时反馈筛查结

果，并提出精准预防近视指导或转诊建
议。对怀疑远视储备不足，有近视高危因
素者，应当予以高危预警，重点干预。

视力健康监测与评估可以及时了解学
生群体中视力不良、近视分布特点及变化
趋势，确定高危人群及高危因素。今后，各
地要对 0～6岁儿童和中小学生进行定期
视力检查，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档
案。及时分析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状况，
早期筛查出近视及其他屈光不正，动态观
察儿童青少年不同时期屈光状态发展变
化，早期发现近视的倾向或趋势，制定干预
措施，努力减少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的发
生与发展。小学要接收医疗卫生机构转来
的各年度《儿童青少年视力检查记录表》等
视力健康档案，确保一人一档，随学籍变化

实时转移，并与中小学生视力检查衔接。
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制定本地学生

常见病及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实施方案，做
好现场调查和监测。逐级撰写当地近视监
测和评估报告，并将监测及评估报告及时
报告政府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制定或调整近视干预措施和活
动。并根据近视筛查以及监测情况对儿童
青少年进行分级管理，科学矫治。

此外，个体、家庭和学校应当积极培养
“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
识，主动学习掌握眼健康知识和技能；父母
和监护人要了解科学用眼、护眼知识，强化
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培养和督促儿童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用眼卫
生习惯，使其建立爱眼护眼行为。

车长再添“新技能”

“最治愈”公交上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郑磊

国庆假期，记者乘坐绿色
703路公交，体验了一把有着“郑
州最美公路”之称的 S312沿线，
路上景色可谓风光旖旎，两边鲜
花、芦苇和草地，映着极致干净的
蓝天，仿佛到了世外桃源。

703 路公交车，可以称得上
“最孤独”公交车，线路一来一回
60多公里，只有一名车长一车一
线；但也是“最治愈”公交车，不仅
一路风景美不胜收，车长常辉也
是笑容可掬，让人如沐春风。

“叔叔，您慢点，别着急，车等
着您呢。来来来，我帮你拿小车，
你先上车。”昨日 7点，常辉便驾
驶他的“小伙伴”到达线路首站刘
庄，刚到站，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一
个大爷拉着小推车，一路小跑追

车，常辉连忙放慢速度慢慢进站，
“谢谢你小常，又给你添麻烦了。”
大爷坐定后说道，“不麻烦，叔叔
你坐好啊。”常辉说着发动了车。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平时坐
车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有时候老
人去趟市里买的大包小包的，我
都会搭把手往车上拎，这都是举
手之劳。”常辉笑言，自己开的是
趟“公交货车”，“我觉得还挺有趣
的，不管叫啥，能方便到大家就是
最终目的嘛。”

“郑州最美公路”已成为市民
欣赏北区风景的好去处之一，许
多市民慕名而来，除了骑车、驾车
外，很多人选择乘坐公交车游览

“最美公路”，周六周日、节假日，
来这边游玩的人很多，有踏青的、

有钓鱼的、有来观景台看黄河的、
有带孩子放风筝的，城市里待久
了，很多人都选择出来放松放松。

说话间，一名年轻人询问看
黄河从哪一站下车。“看黄河
吗？一会儿你从马渡下车，上去
黄河大堤，就能沿路看见黄河，那
儿有个观景台，可以过去看看。”
不光热心指路，常辉还顺带给小
伙子普及了一下“马渡村”的历史
由来。

“讲得好啊‘导游’师傅，你们
提前培训了吧，现在都这么厉害
了？这司机还兼导游了。”小伙
儿直呼这公交票价超值。

这就是 703 路公交上的故
事，车长常辉和他的“小伙伴”给
乘客带去了安心，带去了欢乐。

让公交港湾成为安全港湾
为使乘客安全上下公交

车，在道路资源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市政部门在新建或改扩
建道路时，总是最大限度地修
建设置公交港湾。

可是这些地方往往被其他
社会车辆侵占，使得公交车无法
正常停靠，不得不停在行车道
内，这样势必引起连锁反应，道

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经常会被
公交车频繁停站而阻挡，从而延
缓了通行速度，造成不同程度的
交通拥堵，乘客上下也极不安
全。笔者曾沿途观察发现，在市
区稍微繁华的路段，一些公交港
湾被其他车辆不同程度地侵占。

在公交港湾处乱停乱放的
其他社会车辆，有的是临时借

用，有的一停就是一天。交通
堵塞就是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通
行受阻积攒而成的，侵占公交
港湾的现象，就是主要的诱
因。建议交警部门在治理机动
车乱停乱放时，先从治理侵占
公交港湾乱停车入手，这样，很
多道路不畅就会大大降低。

（天 真）

警方破获夜盗烟酒店系列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凌智 通讯员 李东亚）近日，郑州

二七警方针对辖区发生的系列盗窃烟酒案件，缜密侦查，研判追
踪，成功侦破系列盗窃案，将盗销团伙成员成功抓获，追回被盗香
烟179条，带破案件价值高达10万余元。

9月 19日 6时 43分，二七区交通路 131号院一烟酒店店主闫
某接到隔壁邻居的电话，告诉他其店门开着、店内没人，他连忙赶
到店内，发现店门锁不见了，近200条香烟丢失，损失价值4.5万余
元，他连忙报警。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侦破过程中，民警还发
现，9月 18日，位于南三环与碧云路交叉口的佛岗某超市也发生
一起类似被盗案，民警遂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综合两起盗窃案
件的作案时间、作案手段、嫌疑人体貌特征等情况，在分析研判后
认定系同一嫌疑人所为。而且每次作案得手后，嫌疑人都会搭乘
出租车来到康复中街与康复后街进入一小区，过一段时间后，步行
离开。通过走访，民警发现男子并非该小区居民，此处可能只是一
个销赃地点。

经过筛排案发周边视频监控信息，民警确定嫌疑人身份为盗
窃前科人员杨某军，而在该小区居住的则是一名案件收赃人员杨
某义。掌握了两名嫌疑人员的情况后，经过周密布控，民警兵分两
路，同时出击，分别擒拿盗销嫌犯。

9月 23日上午，确认嫌疑人杨某军正在二七区秀水湾小区的
家中，收赃人杨某义在二七区康复中街某土产店内，民警一举将两
名盗销嫌疑人抓获归案。在两人的家中，民警当场缴获作案工具
和部分赃物。

经讯问，二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杨某
军、杨某义已被二七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条线路明起优化调整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

记者从郑州公交集团了解到，
为 配 合 我 市 道 路 整 治 提 升 工
程，进一步美化城市道路环境，
方便群众出行，郑州公交定于
10 月 13 日起，对 S167 路进行
优化调整；定于 10 月 15 日起，
对 B38路、97路、97路大站快车
进行优化调整。

S167路首末站调整为：才高
街公交站—经开第八大街公交

站。走向调整为：才高街、正光
路、东风南路、创业路接原线路，
沿途并站停靠。

B38 路首末站调整为：郑焦
城铁南阳寨站—郑州东站。走向
调整为：邮政南路、江山路接原线
路，沿途并站停靠。

97路首末站调整为：沙口路
兴隆铺路—民航花园公交站。走
向调整为：沙口路、东风路接原线
路，沿途并站停靠。

97 路大站快车首末站调整
为：银河街公交站—郑州高铁长
途汽车枢纽站。走向调整为：银
河街、江山路接原线路，沿途并站
停靠。

请广大市民关注线路变化信
息，获取相关信息可查询郑州行
APP，如有疑问可拨打郑州公交
客服热线 63881333 或通过郑州
公交官网、郑州公交微博、微信服
务平台等方式进行咨询。

职业技能大赛明日开幕
表现突出当场签约就业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李宁学）13日，郑州市第七届职业
技能大赛将举行开幕式。11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和以往不
同，此届大赛首次引入“竞赛+就业”的模式，表现突出的选手或
许当场就可以签下工作。

具体来说，鼓励我市有竞赛职业（工种）需求的用人单位参加
现场观摩、企业展示和现场招聘，实现高质量竞赛促进高质量就
业。《通知》明确，“竞赛+就业”工作本着双向选择的原则自愿进
行，以嵌入式观摩形式开展，用人单位赴竞赛现场进行观摩和企业
展示，与选手进行现场洽谈并适时开展人才签约仪式。

“这也是我市职业技能大赛的又一个创新，也是今年最大的亮
点。”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征集和筛选省内、市内行
业企业及驻地央企等5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竞赛观摩、企业展示和
现场招聘，力争实现高质量竞赛促进高质量就业。

据悉，近年来，郑州市人社局将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列入郑州市
人社重点工作，已连续7年开展以“展技能风采、铸郑州工匠”的市
级综合性职业竞赛。全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院校师生参赛
积极性日益高涨，参赛选手职业技能水平明显提升。在第一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中，郑州市荣获1金 2银 3铜及31个优胜奖，16个
项目进入世赛国家集训队，获得荣誉占全省的55%。

二七纪念馆今起恢复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郑州二七纪念馆了解到，该

馆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堂维修工程已经完工，定于10月 12日起
恢复对外开放。

据了解，该馆具体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00~17:00，
周一闭馆维护。个人参观须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
件，扫描健康登记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实名登记，
无异常者方可入馆。团体观众须持单位介绍信，扫描健康码，体
温测试正常后方可入馆。观众入馆参观要求全程佩戴口罩，主
动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疫情防控期间，该馆推荐观众使用
微信语音导览方式听取讲解。

金秋招聘月启幕
首场招聘会周五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 何春红）10 月 15 日上午，
“郑州 2021‘金秋招聘月’活动首场大型招聘会”将在经北二路
50 号郑州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届时 170 家企业将提供 12800 余
个岗位。

10月 11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为响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金秋招聘月”就业服务行动，促进我市重点企业用工招聘和
帮助重点群体就业，郑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介绍中心联
合 52就业网于 10月 15日上午举行郑州市“金秋招聘月”活动的首
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以全市重点企业和重点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将邀
请170家国企、央企、优秀民营企业参加，提供12800余个就业岗位，
涵盖建筑、房产、汽车、机械、生物医药、教育、IT、物流、餐饮、传媒、
食品、化工等多个行业，涉及行政、人事、财务、软件开发、技术、土木
工程、农业、市场营销等多种岗位。

截至目前，已有中国建筑技术集团、中铁七局、广发银行、时代新
能源、统一企业、花花牛集团等近百家企业报名参会。

南阳路优胜南路口
沉陷路面修复完毕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王彦斐）记者从金水区有关部门获
悉，南阳路与优胜南路口路面沉陷已修复，目前基本恢复道路通行。

10月 8日 18时许，南阳路优胜南路附近出现道路沉陷，金水
区第一时间采取安全措施，设置围挡，并协调交警部门做好道路交
通疏导工作。

市应急办、市市政管理处、自来水公司、地铁公司等单位也立
即联合进行现场勘查，了解到由于污水管道破裂引起，污水大面积
冲刷地下泥土，使道路出现空洞造成路面塌陷。

原因查明，金水市政管理部门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进场维
修。于 9日 22时进场，首先对塌陷路面进行大面积开挖，修复破
裂的污水管道，随后夯实基础做水稳，最后将面层恢复。

经过10小时的连夜施工，10月 10日上午，该路段已基本恢复
道路通行。

加强教育引导和宣传普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
要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知认同，只有入脑入心，才能自觉践行。
做好教育引导和宣传普及是基础性工作。要把“三个倡导”的内
容阐释清楚，引导人们牢牢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
面的价值目标，深刻理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的价
值取向，自觉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层面的价值准
则，并与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九十四）

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让文明风尚吹遍绿城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朱曼洁 文/图）近日，郑州公交

“流动救护站”63名“救护员车
长”正式上岗，分布在郑州公交
省体育中心公交场站内的 13
条公交线路上，当有突发情况
出现时，这些车长能够在第一
时间内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

“公交车具有一定的流动
性，辐射范围也比较广，能兼顾

车内车外两类突发情况。”郑州
公交28路车长刘学兵介绍，目前
他所驾驶的公交车上已经配备
了 AED救护设备，在 28路、22
路、70路的部分公交车上也载有
应急救援箱，在上车门处贴有

“此车有应急用品”的明显标识，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拦车示意。

与此同时，郑州公交首批63
名党员志愿者，通过考核后收到

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如图）。他
们会利用业余时间，定时到省体
育中心公交场站的各个调度室
把急救常识分享给同事。

据了解，郑州公交省体育中
心公交场站，一直定期为车长开
展急救常识培训，就是为了提升
一线公交车长应急事件处置水
平，增强他们的急救能力，为市
民安全出行增添一份坚实保障。

文明创建氛围浓厚
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董栋）今年国庆假期，巩义市多
家文旅单位利用宣传栏、LED宣传屏等刊播文明旅游标语、公
益广告 600余条（次），众多身穿红马甲的文旅系统志愿者分布
在景区、文化场馆等单位，及时提醒游客文明旅游，安全出行，营
造文明旅游的浓郁氛围。

据了解，为深化“与文明相伴 与健康同行”主题实践活
动，长假前夕，巩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相关部门发布
文明旅游倡议书，倡导游客文明出游、理性出游、安全出游、健
康出游。假日期间，各文旅单位利用宣传栏、LED 宣传屏、滚
动屏等累计刊播文明旅游标语、广告 600余条次，提醒游客文
明旅游，安全出行。国庆假期，该市文旅系统共上岗文明旅
游志愿者 262 名，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等工作。假日期
间，康百万庄园 2名游客晕倒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
赶到，迅速协调康店卫生院医生进行处置，打开应急通道，帮
忙将病人送至医院，保证了游客的生命安全。长寿山景区安
排近百名工作人员持续进行保洁员、安全员、宣传员、引导员

“四员服务”。巩义市宾馆、贝克大酒店等星级饭店积极引导
市民游客自觉做到使用公筷公勺、杜绝食用野味，践行“光盘
行动”。

据巩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广大
游客文明意识得到提升，文明行为习惯逐步养成，全市文明旅游
氛围越来越浓厚。

文明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