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药途中，老人突然晕倒

危急时 来了个好人徐荣刚

城事速览

630 名大学生成为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志愿者

春风里 青春与鲜花美丽绽放
本报讯 （记者 杨青

通讯员 江宛霞） 日前，
团市委招募 2019 世界月
季洲际大会暨第九届月
季花展青年志愿者工作
落下帷幕。 630 名青年志
愿者将为此次盛会提供
志愿服务。

招 募 公 告 发 出 之
后， 各高校团委高度重
视， 迅速行动， 通过官
网、志愿汇 APP、宣传海

报、 微信平台等渠道发
布招募信息。 学生们热
情高涨，积极参与，网络
报名、 现场报名者达到
5760 人。经自主报名、资
格审查、 综合考察等环
节，南阳师范学院、南阳
理工学院、 河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南阳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 4 所大学
圆满完成招募工作，共
有 630 名在校大学生成

为 2019 世 界 月 季 洲 际
大会暨第九届月季花展
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们将在团市
委的统一组织下， 接受
志愿服务基本礼仪、月
季花会知识、 玉雕节知
识、 基本市情等方面的

培训， 而后于 4 月 28 日
至 5 月 4 日分赴 2019 世
界月季洲际大会主会场
等节会现场， 提供参观
沿线游客引导、 参观跟
车、 义务讲解、 座位引
导、票务发放、礼宾接待
等志愿服务。 ②7 市司法局

提升百姓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通讯员 张斌）日

前，市司法局召开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传
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
司法厅（局）长会议、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精神，表彰 2018 年度司法行政工作暨平安建
设先进单位，并对 2019 年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南阳司法行政机关的九大工作任务
分别是： 加大统筹力度， 全面推进法治南阳建
设； 发挥规范引领作用，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深化普法与依法治理，着力提升社会法治化
水平；规范刑事执行，深化矛盾化解，全面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着力完善公共法律服务
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积极适
应新时代形势发展变化， 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
革； 抢抓科技革命历史性机遇， 推进“数字司
法”、“智慧司法”建设；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全面增强司法行政发展动能； 着力加强政治建
设，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整体素质。 ②7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刘 文 方）4 月 6
日，在方城县博望镇一条
乡村公路上，一位老人晕
倒在地，路过的好心人徐
荣刚及时救助，使老人转
危为安。

当天下午，方城县博
望镇刘岗村的一条乡村

公路上 ， 一位老人晕倒
在路边。 此时，赵河镇赵
河街天丽像室负责人徐
荣刚恰好路过， 见此情
景 ， 他立即上前扶起老
人，并将其唤醒。 老人醒
来 后 第 一 句 话 就 称

“渴”。 徐荣刚急忙开车
到附近村子为老人买来

矿泉水、面包等食品。 经
了解， 老人是博望镇后
刘庄的一名五保户 ，当
天步行去刘寺街买药 ，
由于路途较远 ， 加上天
气炎热， 走着走着突然
晕倒在公路上。

网友在朋友圈转发
此事后，众多网友纷纷点

赞、 留言，“社会上还是
善良的人多，好人一生平
安。 ”“从一件小事可以
看出一个人的人品，这样
的小举动，温暖人心。 ”

面对网友的赞誉，徐
荣刚说 ， 这只是一件小
事。 看到老人平平安安，
他就很开心。 ②7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创新
是社会进步的灵魂， 创业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南
阳理工学院“植根南阳、融入南阳、
服务南阳， 坚持不懈地强化优势特
色学科专业建设， 坚定不移地走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开放办学之路，
致力于将学校打造成为区域人才集
聚的高地、 科技创新的高地和服务
社会的高地。 ”

学校围绕社会服务项目，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 将单纯的创新创业与
社会服务项目紧密结合， 赋予大学
生创新创业强大生命力， 既培养了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又
培养了一大批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
人才，赢得了社会认可。 由学校提供
场地，校友出资金，建设众创空间 ，
引进第三方运营。 走出一条众创空
间建设与运营的“南阳理工模式”。
目前，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园累计
入驻创业项目 200 余个， 年营业额
突破 2500 万元， 孵化项目“南阳汇
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已在深圳前
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学子
们在这里徜徉着、创业着 、收获着 ，
为今后人生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双翼”。 学校先后被授予国家三融

众创空间、 河南省大学生创业教育
示范校、创业示范基地、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和河南首批高校科研院所双
创基地等荣誉。

由政府出资、 专业团队培训、第
三方运营，共建南阳创业学院，让创
新创业教育走出单靠高校“自循环”
完成的封闭状态 ， 形成由高校、政
府、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良性互
动的创新创业教育新体系。 大力推
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将课堂移到
企业、工程实景引入学校，校企共同
制订培养目标， 共同建设课程体系
和教学内容， 共同组建双师型教师
队伍，共同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拥有
“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工程实践教育
基地”，共建“南阳理工·中兴新思学
院”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举办“宇
通重工”、“二机国贸”等校企合作班
30 余个。

“这里的学生不一样：思维活跃，
富有灵气，有一股韧劲儿，不但会动
手、能实践，而且用得上、留得住。 ”
这是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对南阳理
工学院学生的一致评价。 据权威第
三方———麦可思公司调查数据显示，
近四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分别
为 91%、91%、92%、93%， 均高于全

国非“211”本科院校平均水平；2015
届、2016 届毕业生月收入均高于全
国非“211”本科高校平均月薪。 一组
组数据成为该校人才培养质量过硬
的真实写照。

由于创业特色明显，南阳理工学
院创业成绩被写入国务院办公厅
《督查报告》。 鉴于成效显著，学校创
新创业工作事迹被作为典型案例 ，
写入 2016 年 4 月的国务院办公厅
《中原崛起成效初显 河南发展大有
作为———李克强总理赴河南考察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情况回访督查报
告》，李克强总理对报告作出重要批
示。 学校创业事迹不断呈现主流媒
体：《中国教育报》发表有《南阳理工
学院校友捐资 200 万建创业基金》、
《南阳理工学院 : 产学研结合培养电
子商务人才》；《教育时报》 发表有
《创业成就梦想 榜样引领未来》
《南阳 理工就业 高满 意度从 哪里
来》；《河南日报》发表有《高校众创
空间燃起无限希望》《南阳理
工学院：“小微” 放飞创业大
梦想》《打造教育实践孵化三
大平台 实现创新创业就业
三位一体》《南阳理工为创新
创业教育注入“源头活水”》

《南阳理工学院在助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中大显身手》；《南阳日报》发
表有《臧晋教授和他研制的“仲景”
香菇酱》《南阳理工学院牵手中关村
搭建创业平台 加强校企合作》等
报道。

在 2018 年全国高校创新创业五
十强申报中， 南阳理工学院的科技
服务成为全国高校创新创业一大亮
点， 以较高成绩荣膺教育部全国创
新创业五十强高校。 南阳理工学院
校长刘荣英更是在杭州之江饭店千
人会堂向全国高校作典型报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如今，南阳理工学院两万余名师
生员工正鼓足干劲、抢抓机遇、砥砺
前行，为学校成为特色鲜明、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高水平应用型理工大
学而不懈奋斗。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
个充满希望与生命张力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摇篮，必将再举风帆，乘风破
浪，走向辉煌！ ②7

南阳理工学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系列报道之六

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
———南阳理工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之路

致敬祖国 70华诞

□特约记者 杨思佳

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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