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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中小学校陆续放寒假，孩子们都拿到了成绩通知书。 与此同时，家长们的朋友圈也热闹起来，大家纷
纷晒出与孩子之间关于成绩的趣事，一张甘蔗的“内服外用”图流传甚广：考好了，内服———奖励孩子；考不好，外
用———以甘蔗为戒尺惩罚孩子，既幽默又发人深思。

“没考双百分，中午我不吃饭了”
“我女儿今年上小学

二年级，期末考试前我跟
她说，成绩好的话带她吃
大餐。 期末考试结束，她
到家就说，大餐估计吃不
到了。 ”市民杨女士说，领
成绩单当天她去学校接
孩子，回家的路上孩子悻
悻地说“中午我不吃饭

了”，回家后细问，原来孩
子一科考了 96 分， 一科
考了 97 分， 她因为没考
双百分有点失落。“不过
到家还没多久她就喊着，
妈妈我饿了。 ”说起这件
事，杨女士觉得又好玩又
好笑。 领完成绩单的第二
天早上，杨女士的女儿一

起床就说：“妈妈，你帮我
把寒假要学的东西准备
好，我要好好学习了。 ”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
者， 他的女儿今年读高
一，期末考试前，他跟女
儿说， 考好了去吃顿好
的。 没想到李先生的女儿
对他说：“小学四年级的

时候你也是这么跟我说
的， 结果那次我没考好，
最后大餐倒是吃了，只不
过吃完回家又加了一顿

‘竹笋炒肉’。 ”李先生说，
当时因为成绩训了她，没
想到这件事对孩子影响
这么大， 过了这么久，我
以为她都不记得了。

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整治春节食品市场
本报讯 （记者 王陈 通讯员 祁晓松）

2020 年春节将至，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饮食
安全和身体健康，日前，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结合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 开展
春节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春节期间， 食品消费旺盛， 人口流动性
大，群体性聚餐增多，是食品安全事故易发高
发时段。 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开展食
品经营安全风险排查，突出重点，以农村、城
乡结合部、 高速公路服务区及长途汽车客运
站等为重点区域，以大米、小麦粉、食用油、肉
及肉制品、水产品、酒类等为重点品种，集中
开展食品经营安全监督检查， 及时消除食品
经营安全风险隐患。

在日常监督检查的基础上， 对存在违法
行为的食品经营者和 2019 年以来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中发现问题较为突出的非发酵性豆
制品、油炸面制品、调味面制品（辣条）、蜂蜜、
饮用水、蜜饯、糕点、方便食品、食用油、酒类、
芹菜、韭菜、豆芽、淡水虾、海水蟹及其它节日
市场热销、地方特色等食品，开展有针对性的
监督抽检，切实提高不合格食品的发现率。

此次检查行动采取有效措施， 依法查处
监督检查、监督抽检发现的、投诉举报核实的
食品经营安全违法违规问题， 严厉打击销售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超过保质期、假冒伪劣
食品、应检疫未检疫、应检验未检验的肉及肉
制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和使用过期、 回收食品为原料
制作加工食品等违法行为。 构成犯罪的，及时
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截至目前，检查商户 2816 家，下发责改通
知书 386份，行动约谈生产经营食品企业、商户
400多家，抽检各类商品 100多个批次，立案查
处 58起，散发食品安全宣传彩页 1万多份。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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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1 月 14 日 南阳市民政局
1 月 15 日 南阳市财政局

1 月 13 日，北控南阳水务集团纪委
书记袁媛带队值班行风热线节目，介绍
2019 年水务集团在供水基础保障、供水
服务保障等方面的举措，回应市民关注
的阶梯用水收费、自来水管道的铺设等
问题。

行风关注
过去一年，北控南阳水务集全力以

赴开展安全供水各项保障工作，确保我
市的供水安全。 2019 年度，在上级部门

安排的水质检测中，水务集团 106 项水
质指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且大部分指
标优于国家标准。 冬季天气寒冷，为防
止供水设施损坏、冻裂，水务集团对输
水管网裸露部分管道、阀门进行保温防
冻处理，对供水阀门、计量水表、消火栓
等供水设施及时进行维护、更换，确保
供水管网运行正常。 同时，早安排，早部
署，细化措施，多方入手，采取有效措施
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安全、优质供水。

行风反馈
1. 以前一个月水费才三四十元，最

近两个月水费将近 200 元，抄表员告知
是因为超了阶梯水费标准，想咨询一下

阶梯水费具体是怎么收费的？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回复： 居民生活

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 第一阶梯年用
水量为 180 吨内（含），基本水价为每吨
2 元； 第二阶梯年用水量为 180 至 300
（含）吨，基本水价为每吨 3 元；第三阶梯
年用水量为 300 吨以上， 基本水价为每
吨 6元；阶梯用水量以年度为计量周期。

2.新用户申请自来水开户需要什么
手续？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回复： 用户需要
先递交用水申请至我集团公司市场发展
处，在接到符合相关规定、手续齐全的申
请后，工作人员会了解具体情况，做好详

细的登记备案， 通过网上表务系统上传
至集团工程公司。 工程公司接到市场发
展处的网报申请后， 根据接水方的具体
情况现场组织技术人员勘察， 单户居民
用户 5 个工作日进行出图预算， 与用户
商谈造价。用户按规定办完相关手续，完
善有关资料、 交付工程款， 签订施工合
同，安排施工。 完工后，工程公司将相关
资料传递至市场发展处建档， 并向营业
处传递抄表底卡，办理用户证，与用户之
间的供用水服务关系正式生效。 ③5

考试成绩单拿到了，家长准备的甘蔗“内服”还是“外用”？

专家：要肯定孩子的努力付出
□本报记者 张婵

暖暖新年
奉献爱心

1 月 13 日，卧龙区残
联、市义工联、红太阳搬家
保洁服务公司等单位，在
英 庄 镇 橡 子 树 村 开 展
2020“暖暖新年”扶贫献爱
心活动，为 32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及五保户送去食用
品。 图为活动现场③5

本报记者 李纯 摄

“分多分少都是孩子努力的成果”
期末成绩出来后，不

少家长在朋友圈晒出孩
子的成绩以及奖状，这里
面有开心孩子考满分的，
也有肯定孩子取得较大
进步的。 那么，孩子的成
绩没达到心理预期的家
长，他们的朋友圈是怎样
的呢？

市民董先生在朋友
圈发动态“老师买奖状买

得太少了，发到我这里就
没有了。 好几次了，运气
真差！ ”配图却是他正在
带孩子吃大餐。 市民高先
生发朋友圈说：“照片嘛，
也不用晒了。 甘蔗嘛，也
外用改内服了。 成绩嘛，
习惯就好。 ”

像高先生、董先生这
样的家长不在少数，还有
不少家长在朋友圈发动

态调侃：“马上过年了，请
做个招人待见的叔叔阿
姨，别逮到个小朋友就问
考了多少分？ 在班里第几
名？ 我们问你工资多少了
吗？ 几套房了吗？ 换车了
吗？要二胎了吗？ ”家长们
纷纷表态，要做一个招人
待见的人。

南阳师范学院教育
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丁新

胜表示，如果孩子考试成
绩不理想，首先要对孩子
进行肯定，分多分少都是
孩子努力的成果。 在肯定
孩子的基础上，和孩子一
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
利用假期时间有针对性
地进行巩固。 同时，要学
会尊重孩子，了解孩子每
个阶段的心理需要，正确
引导他们成长。 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