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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钓鱼
●李泳铮 dq2111130
道清小学二（2）班

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周老
师。

周老师是我幼儿园的老师，她眼睛大大的，眉
毛弯弯的，经常对我们微笑；她总是扎着马尾辨,长
得非常漂亮。如果要送给周老师一个成语，那我会
用“貌美如花”来形容她！

周老师非常温柔。每一次我伤心时，她总是笑
着温柔地安慰我。我在她的教育下表现得越来越
好，经常得到“好孩子”奖励。

记得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感冒了，妈妈让
周老师在学校给我喂药吃。于是那几天，周老师的
眼光总是盯着我，按时喂我吃药，还叮嘱我多喝水，
就像妈妈一样。

现在我上小学了，每次想起周老师，我的心里
都是暖暖的。 （指导老师：郭娜娜）

周一的早上，妈妈叫我起床。
我懒洋洋地回答：“让我再睡一会儿。”妈妈

说：“不行，今天是周一，还要升国旗。”我迷迷糊
糊地睁开眼睛，穿上衣服，洗完脸。妈妈帮我把
饭端到桌子上，我坐在椅子上，吃着热腾腾、香
喷喷的饭。吃完饭，我慢吞吞地换了鞋子，出了
门。

妈妈在我身后，长叹一口气，说：“你真是一只
悠闲的蜗牛。”啊，我有那么慢吗？

保护视力
●张宸夕 yhl2201006
映湖路小学二（1）班

本报讯（记者丁垒）近日，
2021年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
技能大赛艺术专业技能（声乐
表演）赛项、学前教育专业教育
技能赛项先后在焦作师专成功
举行。

12月9日至12日，来自全
省28所高职院校的49名选手
参加了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
演）赛项的比赛。本赛项比赛
共分为规定歌曲演唱、专业知
识测试、自选歌曲演唱三轮比
赛，比赛中，参赛选手们扎实
的演唱功底、专业的表演技能
充分展现了我省高职院校声
乐表演方向的教育教学改革
成果。

12月14日至16日，学前
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赛项举行，
来自全省28所高职院校的84
名选手参加了本赛项的比赛。

比赛内容包括幼儿园教师综合
技能测评、幼儿园保教活动分
析与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评、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说课
等。选手们在比赛中展示了精
湛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专业素
养，促进全省各高职院校之间
的交流、学习与提高。

据了解，2021年河南省高
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共设置
55个赛项，由河南省教育厅主
办，焦作师专等省内多所学校
承办。为承办好上述两个赛项
的比赛，焦作师专专门成立了
赛事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
赛前工作协调会，专门就疫情
防控、赛务安排、后勤保障、安
全保卫、志愿服务、会务接待等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两个
赛项系列比赛取得圆满成功。

“呼哧呼哧……”操场上怎
么又传出了气喘吁吁的声音？
呀，原来又是他！

他长得眉清目秀，玉树临
风，高挺的鼻梁上方镶嵌着一
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晶莹明澈。

他热爱跑步。有一次，他
代表我们班参加百米赛跑。赛
前，小运动员个个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砰！”随着发令枪声一
响，大家飞一般冲向终点。只
见他红着脸，憋着气，双脚整齐
地前后迈着，近看，像一匹脱缰
的野马；远看，则像一支离弦的
箭。渐渐地，他与另一位选手
占据上风，他们二人势均力敌，
互不相让，他见只竞速不好取
胜，便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他
故意装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的样子来迷惑对手，片刻后又
猛然加速，风一般冲向终点。

等对手回过神来，他已经跑到
终点，获得了第一名。待他走
向观众席时，我激动得热泪盈
眶，一把抱住了他。

他很爱笑。有一次，我随
口讲了一个小笑话，没想到，他
竟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哈哈大
笑起来，那声音真是震耳欲
聋！我捂住耳朵，望着他，一股

“敬佩”之意油然而生。过了一
会儿，他终于停止住了笑，我的
心也平静下来。

他还是个小“书狂”。下课
时，他经常捧着一本厚厚的书
忘我地阅读，周围的热闹根本
不会影响到他。正因如此，他
的作文多次获得老师的表扬和
同学们的赞许，真是“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啊！

我说了这么多，大家能猜
出他是谁吗？

12月17日，在一年级萌娃入校100天的日子，山阳区解东二小举
行了“启蒙立规矩、百日成方圆”一年级入学百日养成教育展示活动。
活动分仪式、共育、展示三个篇章，全方位展示了学校管理、家校共育、
班级成长等方面的成果。 赵一博 摄

本报讯（记者王春芳）
为提高学生生活自理能力，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增强
生活自理意识，12月 17日
下午，东环小学举行了“自
理能力大比拼”比赛活动，
共9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设置了穿衣
服、佩戴红领巾、整理书包、

背好书包、行队礼五项内
容。比赛以动作是否规范、
完成质量高低、用时长短为
评比标准，由各年级推选的
家长代表进行评比打分，
学委会学生负责维持比赛
秩序。

比赛中，参赛选手动作
娴熟，有条不紊，精彩地完

成了各项环节。经过家长
评委们公平、认真打分，比
赛最终决出了东环之星和
优秀奖。

活动结束后，家长们对
此次活动给予高度赞扬，希
望学校能多举办此类活动，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举行

焦作师专承办两个赛项比赛

东环小学

比自理能力 赛生活技能

整理书包比赛进行中。 本报记者 王春芳 摄

我的老师
●张峻逍 dh202103125
东环小学总校区三（5）班

妈妈说我是“蜗牛”
●刘馨瑜 gx2111026
马村工小二（4）班

猜猜他是谁
●杨承锦 lsy20211220 龙源湖实验小学三（2）班

星期二早上，小猫拿着鱼竿和竹桶
来钓鱼。

田野里，绿油油的草地上长满了鲜
花，河水哗啦啦流着。小猫的鱼竿很特
别，像一座小山。它把鱼竿扔进河里，坐
下静静地等鱼上钩。

不一会儿，鱼钩动了，小猫赶紧拉起
鱼钩，一条大鱼挂在小猫的鱼钩上，小猫
心满意足地笑了。（指导老师：毋文君）

一天，大马老师看见小猴子躺在草
地上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书。大马老师走
过去说：“小猴子，读书要做端正，不然会
近视的。”可是，小猴子不听劝，还是躺着
看书。

课堂上，小猴子趴在桌子上写字，被
牛老师看见了，牛老师劝他不要这样写
字，可是小猴子不听劝告。还有一次，小
猴子在阳光下看书，小鹿老师看见了，也
劝说小猴子不要在强光下看，刺激眼睛，
小猴子还是不听劝告。

最后，小猴子眼睛近视了，看不清楚
黑板，不得不去配个眼镜，生活和学习很
不方便。

（指导老师：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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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靳先生来电：他在解
放区上白作街道上白作村居
住，与老牛河村相临。冬季，两
个村的村民都使用燃气壁挂炉
采暖，老牛河村的村民可以享
受平价气优惠政策，但上白作
村村民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他
想知道原因。

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
根据2021年区域外独立式采
暖路段划分规定，现居住地暂

不属于集中供暖区域范围的居
民可以享受采暖季（11月至次
年3月）共计600平方米平价气
的优惠政策。根据规定暂不属
于集中供暖范围的区域有：影
视路以北区域；解放东路南水
北调桥以东区域（马村段）；普
济路以西区域（内含鑫粮苑、劳
动苑、清水湾、新店花园、店后、
朱村美苑）；焦辉路两侧区域；
中裕路以北区域（内含金缘小

区）等。
现居住地在以上所列区域

内的采用独立供暖形式的居
民（即安装壁挂炉使用天然气
采暖的用户），可在焦作市中
裕燃气公司各营业网点进行
采暖补贴登记。随着集中供
暖主管网辐射区域范围的扩
大，享受采暖补贴区域也在发
生变化，用户需每年进行申
报。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我
想通过咱晚报的帮办平台完
个心愿，说声感谢……”12月
25日上午，市民王女士拨打了
本报帮办热线 3909990。王
女士装有2000多元的提包失
而复得，她想为拾金不昧的好
心人点赞。

12月 24日早上，家住民
主路旁的王女士骑着一辆电动
车送孩子去幼儿园。“我将一个
提包挂在了电动车车把下面，
包里有2000多元的现金，还有
多张银行卡和票据等……”王
女士说，她平时经营一家门
店，送完孩子回到门店时都没
发现包丢了，直到接到了来自
公安民警的电话。拨打电话

的是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分局巡防大队110处警
民警，称一名热心人将一个提
包交给了警方，希望找到失
主。

民警称他们是通过一些
证件信息查询后得到了王女
士的联系方式。经过相关核
实，王女士前往巡防大队拿回
了提包。王女士从民警那儿
得知拾金不昧的好心人是我
市万鑫商城一家门店的店主，
名叫程海霞。当天上午程海
霞捡到提包后，马上报警交给
了警方。“社会需要这种正能
量，借助晚报，我要为程海霞
点赞！”王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城镇
垃圾处理费可否像交水电费一
样，在手机上交纳？答案是：可
以。

居民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
可以足不出户，在“河南税务”
APP（支付宝“河南税务”小程
序）和豫事办APP（支付宝“豫
事办”小程序）进行手机掌上交
费。通过“河南税务”APP（支付
宝“河南税务”小程序）交纳城镇
垃圾处理费的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交费人可使用智
能手机下载安装“河南税务”
APP或支付宝APP“河南税务”
小程序，实名注册登录。

第二步：居民自然人从“个
人业务”页面登录“河南税务”

APP，依次进入“办税—税费申
请及交纳—城镇垃圾处理费申
报”模块，自动带出交费人姓名、
证件号码，街道乡镇确认信息无
误，依次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交费人确认交费
信息无误后，可选择三种支付
方式：支付宝支付、银联支付、
微信支付进行交纳。也可代他
人交纳城镇垃圾处理费。

个体工商户从“企业业务”
页面登录“河南税务”APP，在

“申报交税”下，点击“城镇垃圾
处理费申报”，自动带出纳税人
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征收项目
等信息，并录入“本期应纳费
额”，确认无误点击“申报”。可
选择四种支付方式：支付宝支

付、银行支付、微信支付、三方协
议扣款。

交费人通过支付宝APP，
搜索“河南税务”小程序，交纳城
镇垃圾处理费与上面流程相似。

此外，居民自然人在“豫事
办”APP或者通过支付宝“豫事
办”小程序交纳城镇垃圾处理
费步骤也不复杂。居民自然人
在“豫事办”APP，或者在支付
宝“豫事办”小程序首页，依次
选择“服务随行—税务服务—
城镇垃圾处理费—城镇垃圾处
理费申报（本人）”，依照提示逐
步操作，可选择支付宝、微信两
种支付方式进行交费。

据悉，个体工商户目前暂
不能在豫事办渠道掌上交费。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
2022年1月1日，《焦作市
公园管理条例》将正式施
行。那么，相关部门将如
何落实该条例？该条例对
市民文明游园有哪些具体
要求呢？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日前，记者从市园林
绿化中心获悉，以该条例
的施行为契机，该中心将
持续深入开展“大宣传、
大普法、大执法”活动，营
造全民知法守法、爱绿护
绿的社会氛围。同时，他
们将加大巡查和执法力
度，严格惩处违反该条例
的行为，抓一批典型案
例。

该条例明确规定公园
内禁止9种行为：采挖植物
及果实、攀折花木、损毁草
坪，翻越围墙、栏杆、绿篱
等；捕捉、伤害动物，擅自放
生动物等；在建（构）筑物、
标识标牌、树木上涂写、刻
画、张贴等；随地吐痰、便
溺，乱扔垃圾、杂物等；在非
指定区域垂钓、轮滑、宿营、
甩鞭子、打陀螺、放风筝等；
携带犬只以及其他具有攻
击性或者恐吓性的宠物进
入公园，导盲犬、扶助犬除
外；游商兜售、散发广告、算
命、占卜等；营火、放孔明灯
和焚烧冥纸冥币等；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
行为。

违反条例规定的行
为，公园主管部门可以依
法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条
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该条例还规定，每日
22时至次日6时，禁止在
公园内使用音响器材以及
开展其他产生噪声干扰周
围生活环境的活动。市民
在公园内开展健身、娱乐
等活动要在规定的时段和
区域内进行，所产生的噪
声不得超过区域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在公园内开展游泳、
水上运动等活动，应当在
指定的水域和时段内进
行，并佩戴相应的救生装
备，确保安全。

利用公园场地设施临
时举办宣传、展览、演出、
比赛等活动的，应当向公
园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
经公园主管部门同意。按
照规定需报送其他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
的，举办方应当办理相关
手续。

此外，该条例还鼓励
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赠、
资助、志愿服务等方式参
与公园的建设、管理和服
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依法保护公园的义务，对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劝
阻、举报和控告。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新
年马上到了，我想购置一辆新
能源汽车，听说咱们焦作发有
汽车消费补贴券，请问新能源
汽车可以领吗？怎么申领？”昨
日，市民鲁先生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咨询。记者联系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了解到，自10月23
日起，消费者在我市注册且在
商务部门备案的汽车销售企业
购买5万元以上（含）新车（含
新能源汽车），开具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并在焦作市办理入户
登记手续的，可领取最高2000
元的补贴，购车时间以开具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间为准。
补贴资金自10月23日至发放
完毕为止，补贴申请时间最晚
至2021年12月31日24时。

活动时间内购买新车（包
含新能源汽车）车辆发票金额
大于等于5万元、小于10万元
的，每台车补贴1000元，车辆
发票金额大于等于10万元的，
每台车补贴2000元。购车消
费者可进入焦作中旅银行微
信公众号，上传购车消费者身
份证、购车发票（照片或扫描
件）、行驶证（照片或扫描件），
如实填写发票信息、行驶证信

息。具体填写信息以申报页
面提示为准。购车消费者提
供的材料经审核无误后，按照
申请和审核通过的先后顺序
进行发放。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有部
分情况不列入本次补贴范围，
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购买新车；在活动公告发布
前已经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在活动公告发布后更换或
重新开具发票；购买摩托车、三
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农用
车；在本地区享受过同类型补
贴的。

本周六，《焦作市公园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市园林部门将抓典型案例

逛公园，这些事儿不能做！

帮办热线：3909990

热心市民拾金不昧
失主想借晚报致谢

购买新能源汽车
可以申领汽车补贴消费券吗

我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可否“掌上交”

为何有的家庭不能享受
燃气壁挂炉平价气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朱颖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