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招考200名特岗教师

在职攻读教育硕士

报名月底截止

东方今报消息

12

月

24

日，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 我

省河南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获

批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

招生资格，

2012

年将招生

80

人

和

120

人， 报名时间截止到

12

月

31

日。

报名者要求具有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学历； 参加中

央特岗计划和参照中央特岗计

划实施的地方特岗计划， 服务

期满且继续留在当地学校任教；

近

3

年年度考核合格且至少有一

次考核优秀的特岗教师。

考生报名登录网址

http://

www.chinadegrees.cn/zzlk

。

多相让

少纠纷

□

李霄楠 席蕊

赵红和刘家本是同村邻里，

每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却因为

借道一事红了脸、 生了气、 打了

架， 引发了一系列不快。 其实，

作 为 邻 里 ， 为 何 不 能 “多 让 三

尺”， 以期化解矛盾呢？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邻

里关系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当你突遇疾病、 无处求援时， 送

你去医院的， 可能就是你的邻居；

当你忘带了家门钥匙， 境况窘迫

时， 收留你的， 可能是你的邻居；

当你搬家摆宴， 跑前跑后忙活的，

可能是你的邻居……其实， 邻居

不仅仅是相邻而居， 更多的是一

种相互尊敬、 相互依赖的情感。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邻里关

系， 曾留下“罗威饲犊”、 “六尺

巷” 等诸多典故和美谈。 现代生

活也是如此。 一个融洽和睦的邻

里关系有助于良好生活环境的形

成， 能够让生活更幸福、 社会更

和谐。

多退一步和气生， 相让一筹

更和谐。 如果每个人在处理邻里

关系的时候都能够心态平和、 谦

和礼让， 我们的生活必将更美好。

郭艳广 绘

借道借出的侵权纠纷

□

本报记者 李霄楠 见习记者 席蕊

丰收在望 却遇借道踏青苗

赵红是淇滨区一个普通的农民。 和其他农

户一样， 自家耕种的几亩承包地和整日里精心

侍弄的庄稼就是他们一家的命根子。 今年年成

不错， 刚进

5

月， 赵红家地里的麦子就长得格外

茁壮， 仿佛用手一拧就能掐出水来。 如果不出

意外的话， 今年又会迎来一个大丰收。

可是， 意料之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村里一

户姓刘的人家有老人去世， 按照传统习俗， 要

将灵柩送到位于自家地里的祖坟安葬。 刘家的

承包地不临路， 平时一两个人上地， 沿着田间

小路倒也能勉强过去， 可真要想送葬出殡， 还

是只能从别家的地里借道而行。 而经由赵红家

的土地进入送葬， 就是最近的一条路。

赔偿问题难达共识

是进是退争执不下

丧葬出殡不同于一般的行人走路， 按照习

俗， 一大家子亲族都得去扶灵送孝， 人数决计

少不了。 真要是这么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地走过

去， 地里的那些个庄稼还能有几棵好活？ 再有

个把月就要夏收了， 马上就能丰收的庄稼就这

么让人踩了， 赵红一家舍不得。 因此， 当刘家

人找赵红的父亲商量借道的时候， 双方根本没

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从赵红家的地里走， 是出殡的最近路线 ，

如果取道其他地方， 路程远得多不说， 还会踩

踏更多的庄稼。 怎么办？ 出殡的时间是不能改

的， 老人去世后，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操办， 也

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让赵刘两家坐下来慢慢商

量。 于是， 刘家人决定， 仍旧按照原来的计划，

从赵红家的承包地经过。

于是， 出殡如期进行了。 可是， 当送葬队

伍走到赵红家的承包地时， 却被拦了下来。 赵

红一家十分不悦： 双方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

致意见， 送葬队伍这么踩过去， 损失到底怎么

算？ 赵红和婆婆就来到地头， 阻止送葬队伍由

此通过。 可对刘家来说， 操办白事是这些天家

里的头等大事， 哪有随随便便就停下来的道理？

一行人坚持要从这里走。

争执斗殴 造成伤害要担责

一边是出殡队伍执意要走， 一边是赵红一

家坚决要拦， 双方推搡之间， 就发生了肢体冲

突， 殴打起来。 虽然双方动手的都是女性， 但

势单力孤的赵红在争执中着实吃了些亏， 没几

下便被掀翻在地， 挨了打。 当天下午， 赵红就

因伤住进了医院， 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治疗才基

本痊愈。

庄稼没保住， 人又挨了打， 这让赵红十分

生气。

2012

年

7

月， 赵红将当时动手的刘明等三

人告上法院。 经依法审理， 淇滨区人民法院认

为： 刘家出殡的人从原告赵红家地里通过到坟

处距离较近， 踩踏庄稼较少， 其通过之要求有

其合理性； 按照风俗习惯， 邻里办事， 作为同

村村民应尽可能提供方便和帮助， 但在三被告

的家人通过赵红家的地时， 却受到其阻挠， 双

方发生互殴， 原告赵红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存在

一定过错， 可适当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据

此，

2012

年

11

月， 淇滨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

明等三被告赔偿赵红各项损失

1700

余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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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传销本质 谨防上当受骗

⑦

市工商局、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联办

元旦小长假

走高速公路照常收费

大河报消息

记者

12

月

24

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元旦不

在免通行费节假日之列。

根据今年国家公布的文件，

7

座（包括

7

座）以下小型客车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仅针对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

四个假期，不包括元旦、端午节

和中秋节。

根据日前公布的

2013

年节

假日安排看， 春节

7

天 （

2013

年

2

月

9

日零时

~2

月

15

日

24

时） ，

清明节

3

天 （

4

月

4

日零时

~4

月

6

日

24

时）， 劳动节

3

天 （

4

月

29

日

零时

~5

月

1

日

24

时） ， 国庆节

7

天 （

10

月

1

日零时

~10

月

7

日

24

时）， 因此， 高速免费时间共

20

天。

我省出台工伤保险新规

退休后确诊职业病享工伤待遇

大河报消息

12

月

24

日，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意见》

公布，一系列维护职工权益的措

施出台。

新规明确，对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作业的职工，在办理退休

手续前，用人单位应对其进行职

业健康检查。办理退休手续前未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退休后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的，相关工伤

保险待遇由原用人单位支付。

另外，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应视同工伤。

河南高速交警发布公告

高速公路客车时速不得超90公里

大河报消息

12

月

24

日，河

南高速交警总队发布《对大型客

车限制车速的公告》， 要求从即

日起，全省高速公路大型客车最

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90

公里

/

小

时（原限速标准低于

90

公里

/

小

时的路段仍执行原限速标准）。

据河南高速交警总队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所有高

速公路正在更换客车限速

90

公

里的标志标示牌，同时安装在全

省高速公路上的近

3000

个监控

探头已经启用， 预计从明年

1

月

开始，凡是时速超过

90

公里的大

客车，一旦被监控拍摄或被民警

现场查获，超过规定时速

50%

以

下的， 一律对驾驶员罚款记分；

超过规定时速

50%

以上的，除依

法进行处罚外，一律吊销驾驶员

的驾驶证。

同时，降雪、结冰天气下，行

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小型客车时

速不得超过

60

公里、大型车辆时

速不得超过

50

公里。大雾能见度

低于

100

米时， 时速不得高于

40

公里；能见度低于

50

米时，时速

不得高于

20

公里，并就近驶离高

速公路。

我省稀有剧种有36种之多

部分濒临灭绝

河南商报消息

你知道吗，

除了豫剧、曲剧、越调三大传统

剧种，我省还拥有稀有剧种

36

种

之多。“扛天神”、“柳子戏”……

这些你听都没听过的稀有剧种

正濒临灭绝。

为了让更多人见证稀有剧

种、文化的“活化石”，省文化厅、

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拟于今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实施“河南

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 省文化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抢救工程将

采用传统剧目剧本、乐谱等的搜

集整理，相关实物征集、收藏，传

统剧目复排，历史求证及现状调

查，影像录制

5

种方法。

陀螺转起来 健康“打”出来

———记活跃在山城区枫岭公园的鞭陀协会

□

本报记者 郝爽

“啪！ 啪！”

3

米多长的健身鞭在空中

挽了个花儿， 就发出了如同鞭炮的震耳响

声； 地面上不停旋转的巨型陀螺， 被三人

合围， 他们用上全身的力量朝陀螺抽去，

“叭” 的一声， 重重地抽在陀螺上， 陀螺

旋转如飞。

12

月

15

日下午， 记者在山城区枫岭公

园的小广场上看到了

20

多位聚集的健身

者， 仍然痴迷于传统健身运动的他们成立

了鞭陀协会， 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健身队

伍。

鞭陀健身玩上了瘾

说起鞭陀运动 ， 不得不提的是魏学

勤。 魏师傅从铁道部门退休后， 于

2003

年

开始玩起了健身鞭， 这一玩不打紧， 他居

然还上瘾了， 并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这项运

动。

魏师傅不但是最早玩鞭的人， 他玩的

花样也是最多的。 在现场， 魏师傅拿起

5

斤重的鞭子， 在空中潇洒挥舞。 只见长鞭

在头顶

360

度旋转后， 魏师傅右手用力迅

速往后回一下， 随着“啪” 的鞭响， 将鞭

子又转到左手上甩起来。 他告诉记者， 在

甩鞭的同时， 头部、 腰部、 手、 腿等要相

呼应， 不然很容易伤到自己身体。 他还将

5.8

米长的鞭子环绕一身 ， 玩起了“龙缠

身”， 并做出了机敏的孙悟空模样， 眼前

的魏师傅身体矫健， 真看不出来已经是

67

岁的老人。

成立协会 以鞭陀会友

魏学勤以鞭陀会友，不但锻炼了身体，

还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跟他一起练习

健身鞭陀的上至

80

岁的老人， 小到

7

岁的

孩童，来自两县三区已经有

100

多人。 他们

成立的鞭陀协会还参加省市大大小小的

比赛和表演， 并于今年

9

月份参加了全国

鞭陀邀请赛获得了三等奖，这让他们越发

地喜爱这项健身运动。

鞭陀协会会长陈用成告诉记者， 玩鞭

的健身作用，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项运

动。 他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以前腰椎、

肩周都有毛病 ，也看不好 ，玩了还不到一

年，就有了明显效果。 ”

“来，让‘马扎儿哥’说说自己的经历

吧！ 他可是‘自从打了鞭，马扎儿不用掂’

啊。 ” 一旁的队友李长东将宋乃福招呼过

来。 宋师傅告诉记者，他去年

11

月份查出来

骨质增生，连走路都变得困难，只能随身携

带马扎儿，走几步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但

是今年

3

月份开始玩鞭，没想到一玩起来就

上瘾了， 坚持了大半年后， 身体几乎痊愈

了，“啤酒肚”也下去了，在他看来，“每次玩

健身鞭，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得到了锻炼，

运动过后整个人感觉很舒坦。 ”

图的就是健康和快乐

打陀螺是很多人童年时候的美好回

忆， 它是我国民间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体

育项目，始于宋，盛于明清，是一项深受老

百姓喜爱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

魏学勤告诉记者， 他

2005

年下半年回

到开封老家，见很多人玩陀螺玩得不亦乐

乎 ，回到鹤壁后 ，他就用自家的旧门帘做

了个鞭子玩起了小陀螺 ，而现在，魏师傅

玩的陀螺从直径几十毫米一路飙升，现在

玩的巨型陀螺已经达到

19

公斤， 直径

320

毫米。

“很多陀螺是我们自己做的呢。 ”原来，

枣木自古是做木陀螺的最佳材料， 它质地

坚硬密实，纹理细腻，枣木陀螺旋转稳定有

力，非常耐打，为此，他们专门跑到山里农

家去寻找合适的枣木，然后找作坊加工。

“图的就是个健康和快乐！ ”魏学勤告

诉记者。

监督服务台

3313873

电子信箱：rb873

＠

126.com

传销是社会经济的毒瘤

据介绍，一旦陷入传销并被

“洗脑”， 很多人会被传销组织

“精神控制”，从而产生“天上掉

馅饼”一夜暴富的幻想，以为自

己能够通过从事传销发财致富

而难以自拔，因此也有人把传销

称为“社会经济的毒瘤”、“经济

邪教”。

传销给受骗群众带来经济

上的巨大损失， 少则几百元，多

则上万元， 甚至数十万上百万

元， 很多参与者因此倾家荡产。

传销对社会诚信、家庭伦理道德

也造成极大伤害。 一旦陷入传

销，要想“发财”或者“捞本”就得

“杀熟”。参与传销的人往往通过

欺骗身边亲戚、 朋友交钱加入，

让亲友也掉进传销陷阱，共同遭

受财产损失， 最终造成亲友反

目，人财两空，甚至有家难回、有

亲难投。 在此提醒广大人民群

众，致富还需勤劳致富、合法致

富，传销害人终害己，要像远离

毒品一样远离传销。

（马飞）

办理二级运动员证

需要什么手续？

王先生致电本报监督服务台， 他说自己的

孩子今年已经上高中了， 平时非常喜欢体育运

动，成绩也不错，想知道为孩子办一个二级运动

员证需要什么手续？

本报监督服务台针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

咨询了市体育局的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说，

二级运动员证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一种。

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有着严格的规定。 按

照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和 《河南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 要求， 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需要同时

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属于我市户籍， 有我

市学籍， 需参加河南省运动员注册； 二是参加

所训练项目河南省综合运动会或单项锦标赛的

比赛， 比赛成绩达到国家规定等级标准； 三是

由所在学校报市体育局审核， 符合条件的可批

准为二级运动员。 批准时间为每年的

3

月份和

11

月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

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邻居办丧事要从地里借道出殡， 原本不是什么大

事，可是因为没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一方坚决要走，一

方坚决要拦，进而大打出手，致人受伤，出现了不应有的

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

第八十三条

不动产的相

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

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

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

系。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

失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

碍，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

第八十七条

不动产权利

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

利用其土地的， 应当提供必要

的便利。

淇滨区法院大赉店

法庭法官王丽芳：

赵红和刘家是同村的邻

居，邻里之间，应该尊重彼此的

风俗习惯， 互谅互让、 和睦相

处。赵红家的土地邻路，且从她

家经过是丧葬出殡的最近线

路，刘家的通过请求情有可原，

双方应该坐下来进行协商，如

果协商不成，也应保持理智，以

免使矛盾激化，造成不良后果。

朱先生：

对农村来说， 办白事是一

家人相当大的事了， 双方应该

协商一致、妥善解决。矛盾发生

后，赵红应该先行避让、事后追

究，避免自己权益受到侵害。

孙女士：

虽然殡葬在我国自古就有

一套风俗，但当今时代下，如果

能移风易俗， 倡导采用更加节

约、环保、文明的丧葬礼仪，也

许就能避免此类冲突。

我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补助标准上调

每平方米提高200元

河南日报消息

12

月

24

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进一步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

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我省将原

保障农村中小学日常维修改造

的内容，扩展为农村中小学校维

修改造和抗震加固，改造补助标

准由每平方米

400

元提高到

600

元。

据悉，我省已将中央专项补

助资金提标部分（简称“提标资

金”）下达市县。 省教育厅要求，

提标资金要集中用于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的教学及

教学辅助用房、 行政办公用房、

学生生活服务用房等校舍的维

修改造，保障改造校舍达到重点

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

此外，项目要与农村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相结合，特

别是要与县镇学校扩容改造和

寄宿制学校及附属生活设施建

设项目、食堂建设项目统筹规划

实施。原则上小学每个单体项目

规划投入资金不低于

20

万元，初

中不低于

2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