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陈
通讯员 杨涛）“最严驾考
新规” 已于 10 月 1 日起
实施，新规实施后的考试
是否更难了呢？ 10 月 12
日，记者来到位于信臣路
的宛运驾校训练场，对驾
考科目二和科目三进行
了体验。

听完宛运驾校教练员
马伟东的讲解后， 记者开
始模拟考试。 在曲线行
驶、直线行驶、半坡起步、
倒车入库等项目上， 记者
均顺利过关， 但在侧方停
车项目上被多次扣分。 此
次新规对于侧方停车和倒
车入库的时间有规定，其

中小车倒车入库要求在
210 秒内完成， 侧方停车
要求在 90 秒内完成。在模
拟考试中， 记者的时间充
裕， 但在细节上却多处出
错。 因习惯了平时开车看
倒车影像， 记者在模拟考
试中出现了多次停车调整
方向、 车辆出线等问题。
此外， 侧方停车出库时记
者没有打转向灯，被扣 10
分。 整体来说， 目前的科
目二比以前简单， 如以往
在考试过程中不允许停
车， 现在只要停车不超过
2 秒就不扣分， 超过 2 秒
只扣 5 分。

随后，记者又进行了

科目三模拟考试， 按照
马伟东的介绍， 记者先
逆时针绕车一周检查，
后开始上车考试。 在语音
模拟灯光考试中， 因记者
已有 2 年多驾龄， 所以对
灯光的使用比较熟悉，此
项没被扣分。 3 公里的上
路考试过后，马伟东告诉
记者， 此次模拟考试如
果是真考试， 恐怕记者
会被扣成负分， 扣分项
目包括挡位与车速不匹
配、转弯时没有减速、开
转向灯不到 3 秒即转向、
通过人行横道前 30 米距
离没有踩刹车等。

马伟东说， 此次新规

非常贴近实际驾驶情况，
对考生驾驶中的感知能
力、 观察能力、 驾驶习惯
有了更高要求。 如科目三
考试在起步、 转向、 变更
车道、 靠边停车时， 需要
提前打开转向灯， 等开启
转向灯 3 秒以后才能动方
向盘； 而实际驾驶中，很
多驾驶人存在不能正确使
用甚至不用转向灯的驾驶
陋习。 所以， 面对考试新
规， 一些驾龄较长的司机
反而不易过关， 但对于新
学员来说， 从头学起，能
让他们养成良好驾驶习
惯， 只要勤加练习， 就可
顺利通过考试。

日前， 市卫生计生监
督局在工作中采用手持移
动执法终端进行执法，方
便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工
作， 进一步提高执法工作
效率。图为 10 月 12 日，该
局工作人员使用移动执法
设备在工业路某酒店进行
卫生督查。

本报记者 周梦 通讯
员 张娜 摄

本报记者现场体验“最严驾考”科目二、 科目三

果然严 但没传说的那么难

新式装备
助力执法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10 月 13 日是一年
一度的“世界保健日”，呼吁人们关注健康，普
及保健知识。

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韩东景指出，当前
很多人存在健康问题，如能量过剩和营养失衡
共存，超重肥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突出。 很多
市民在体检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亚
健康状态，究其原因，除了缺乏健康的饮食习
惯和合理的作息规律外，平时也缺乏锻炼。

韩东景建议，在饮食方面，要按照平衡、多
样、适量的原则，日常饮食应清淡、营养均衡，
少吃刺激性、冰冷食物；起居方面，应尽量做到
作息有时、劳逸适度；运动健身方面，要注意气
候变化、锻炼时间、运动强度、身体适应性等情
况，选择适宜自己的运动方式。此外，保持心情
愉悦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条件， 可以采取听音
乐、看书、找人倾诉或吃些含糖量高的食物等
方式，帮助调节心情。

世界保健日

关注生活健康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自本月起，14 路公
交线路增加运营车辆，减少市民候车时间。

14 路公交线路运营区间为火车站至许平
南高速口，原运营车辆 14辆。自 10月 1日起新
增公交车 3 辆，17 辆车均为新能源空调公交
车。 线路车次间隔由 11分钟缩短至 9分钟，运
营站点不变。 首末班时间为 6时 20分至 18时
50分（春秋），6时 20分至 19时（夏），6时 20
分至 18时 30分（冬）。

14 路公交线路具体路线： 火车站—中州
路车站路口东—中州路永安路口—中州路工
业路口东—市政府—中州路人民路口西—南
阳府衙—人民公园—建设路人民路口东—建
设路工农路口西—市肢体康复中心—建设路
魏公桥—仲景路建设路口—天仁皮肤病医
院—光武路明山路口—光武路独山大道口—
罗庄—平顶山银行南阳分行—南都路南阳市
民服务中心—范蠡路南阳市民服务中心—范
蠡路孔明路口—市交通运输局—姜营—长江
路光武路口北—胡寨—李高路口—华耀城—
长江路盆窑路口—迎宾大道新店路口—迎宾
大道港湾站—袁庄—许平南高速口。

14 路公交线路

增加运营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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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双患病儿女，坚守唐河郭滩后湾小学 22 年

罗文莉：农村娃娃的“罗妈妈”
本报讯（记者 赵江波

通讯员 徐杰）唐河县郭滩
镇后湾小学是一所偏远的
农村小学，罗文莉在这里坚
持执教 22 年。 22 年间，她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带着两个患有唐氏综合
征的孩子，将全部精力和汗
水奉献给了学生们。

1995 年， 罗文莉被分
配到唐河县郭滩镇后湾小
学任教。 3 年后，她的儿子
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被
查出患有唐氏综合征。 罗
文莉和丈夫带着孩子四处
求医， 儿子的病却没有任
何好转。无奈之下，她只好
带着孩子回到学校， 一边
照顾孩子，一边上课。

2005 年， 罗文莉的女
儿出生。 让罗文莉崩溃的
是， 女儿也患有唐氏综合

征，整个家庭被阴霾笼罩。
2015 年 9 月，罗文莉在给
女儿穿衣服时， 突然发现
女儿手脚抽搐，全身软瘫。
罗文莉回忆， 那次女儿在
医院住了 40 天，她一边四
处筹钱给女儿看病， 一边
上课。那些日子，她时常晚
上趴在女儿的病床旁备
课，抄写讲义，第二天再坐
大巴赶回学校上课。

虽然生活十分艰难，
但只要一站在讲台上，罗
文莉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教学
中。 罗文莉负责 4 年级的
语文和英语， 为了提高学
生的作文水平， 她要求学
生每周阅读一本书， 注意
积累文学典故， 并定期在
课堂上交流心得。 在她的
影响和带动下， 学生们的

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学生们的作品也陆续在各
类报刊上发表。

罗文莉带着孩子常年
住在学校， 她把学校当成
自己的家， 把学生当成自
己的孩子。 在教学上，罗文
莉倾其所有， 不放弃任何
一位学生； 对那些遭遇家
庭变故或身患残疾的学
生， 罗文莉给予他们无微
不至的照顾，因此，罗文莉
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罗
妈妈”。

王锦源是罗文莉教过
的学生，说起罗文莉，他心
里满是感激和温暖。 2008
年， 王锦源的父亲因病去
世，他因此遭到同学的
讥讽和嘲笑，变得郁郁
寡欢。察觉到王锦源的
变化后，罗文莉不仅批

评教育了那些嘲笑他的学
生，还想尽各种方法提振他
的信心。罗文莉的细心呵护
让王锦源重拾信心，笑容再
次回到他的脸上。

学生吕晓川跟着七十
多岁的爷爷和智障的奶奶
生活，一家人总是饥一顿饱
一顿，衣服也又脏又烂。 吕
晓川说，罗文莉常把自己姐
姐送给两个孩子的衣服给
他穿， 还给他买作业本，带
他回家吃饭。

罗文莉说，每当看到学
生们，她内心的痛苦都会被
责任冲淡。她将永远以校为
家，用真心呵护学生们幸福
成长。

本报讯 （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袁瑞）
10 日 11 日 19 时许，一名男子带着其 9 岁的
儿子急匆匆地来到桐柏县消防大队求助，请
求消防官兵把套在儿子手指上的铁环取掉。

据家长说， 孩子手指上的铁环是在学校
的时候同学给带上的， 由于长时间没取，导
致充血膨胀，到医院摘取也没有成功。 他们
在家尝试了肥皂、清油等润滑方法，也没能
取下铁环，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消防队。

消防官兵利用易拉罐薄片插入孩子的手
指和铁环之间，以便于在救援中不伤到小孩
手指。 两名消防战士手持老虎钳固定住铁
环， 另外一名消防战士利用绝缘钳小心翼翼
地夹住铁环中间，慢慢剪下，伴随着“咔嚓”
一声，铁环应声而断。

铁环卡住小孩手指

消防战士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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