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社会
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关于开展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专项检查的部署要求，河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决定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
查，现公告如下：

一、检查时间
从即日起至9月30日。
二、检查对象
（一）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公布的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二）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未
通过“系统”自主录入但已从事消
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

三、检查内容
（一）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从

业条件。对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印
发<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
的通知》（应急〔2019〕88号）相关要
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1.企业法
人资格；2.从业人员数量和执业资
格；3.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设
立情况；4.从业人员签订合同和缴

纳社会保险情况；5.工作场所建筑
面积；6.基础设备、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检测设备、消防安全评估设
备；7.质量管理体系；8.设备计量检
定校准情况。

（二）自2019年8月以来，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执
业活动。重点查处以下方面的违
法违规行为：1.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的违法违规行为：（1）不具备从业
条件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2）
冒用其他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名义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3）出具虚假、失实文件；（4）未按
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消防设施
进行维护保养检测；（5）经维护保
养的消防设施质量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6）承接业务未与委
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7）
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8）
指派无相应资格人员从事消防技
术服务活动；（9）所属注册消防工
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社会组织执
业；（10）未设立技术负责人、明确
项目负责人；（11）项目负责人、消
防设施操作员未实际到现场执业；
（12）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未签名、

盖章；（13）未备案注册消防工程师
变化情况或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目录、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14）
未建立和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
（15）未公示注册消防工程师、消防
设施操作员资格证书。2.从业人
员的违法违规行为：（1）未经注册
擅自以注册消防工程师名义执业，
或者被依法注销注册后继续执业
的；（2）注册消防工程师有需要变
更注册的情形，未经注册审批部门
准予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3）
注册消防工程师在聘用单位出具
的虚假、失实消防安全技术文件上
签名或者加盖执业印章的；（4）注
册消防工程师未按照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开展执业活动，减少执业活
动项目内容、数量，或者执业活动
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5）注册工程师以个人名义承
接执业业务、开展执业活动的；（6）
注册工程师变造、倒卖、出租、出借
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资格证书、注
册证、执业印章的；（7）注册消防工
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执业的
或者在其他单位兼职的；（8）注册

消防工程师“挂靠”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但实际
未开展执业的。

（三）“系统”和“平台”的使用
情况。

1.检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是
否在“系统”中如实自主录入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信息，以及所有技术
服务项目及书面结论文件。

2.检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是
否在“河南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
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中如实
登记维保合同等信息；是否将机构
所有消防设施维保项目录入“平
台”；是否按照“平台”使用要求开
展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并按时
向服务对象出具维保报告书。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1年6月5日

关于开展全省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的公告

对理想的追求，从古到今，从未
停止。

我们会问：究竟怎样才能到达
理想的彼岸？其实，正如汉代扬雄
所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
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

实现理想，需要加强修养，打造
一张坚实的弓。修养，理想之箭的
质，而科学文化素养是我们实现理
想的修养的帆。若没有足够充实的
文学功底，就不会有至今仍令读者
如痴如醉的莎翁，莎士比亚也不会
成为莎士比亚。没有充实的科学素
养，就不会有惊艳世界的中国天眼，
南仁东也不会成为南仁东。诸多事
例，无一不告诉我们，素养就是理想
的雏形。

实现理想，需要端正思想，安放
一支笔直的矢。实现理想的途中，
我们青年学子应该怀揣着一份对理
想最真挚的热爱，这份热爱，无关身
份。登上热搜的北大数学教授韦东
奕，衣着朴素，言辞简明，然而在事
后更多身边人的介绍中，我们看到
了一个热爱数学，单纯到令人肃然
起敬的形象。端正思想，不在理想

上赘加狭隘的附加值，我们的箭矢
才会轻快地、不偏不倚地射出。

实现理想，需要明确目标，竖起
一个正当的靶。身为青年学子的我
们，实现理想的最终要义并非图“利”，
而是取“义”。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
文里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
动，他也许能成为著名的学者或诗
人，但终究不能成为真正完美的伟
大人物。”他认为，实现理想的目的
应当是人类共同的幸福，而他也用
一生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为人类社
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提供理论指
导，留下丰厚而闪耀的思想遗产。
今天，当我们放眼国家与社会，以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时，心中就
会存下一份沉甸甸的“义”，给予我
们无限的动力与底气，奔向理想。

“溯游从之，道阻且长”。追寻
理想的道阻且长。加强修养，端正理
想，让青春的你我，在明确目标的前
提下，“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付
诸行动，就是绽放我们当代青年实现
理想的最美姿态。当弓被拉满，箭
在弦上，有的放矢，轻轻松手，也许
你我的理想在下一秒就被击中。

何谓“理想”？不同于“梦想”
“空想”，理想是指有实现可能性的
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
求，故而汉代扬雄以箭比理想，箭发
必中，理想可成。作为时代青年，我
们勇立发展潮头，唯有铸理想之箭，
发至万里苍穹，方能推自身发展之
波涛，融时代涌进之大浪。

修身、矫思以为弓、矢，修养与
思想乃理想之基石。

打好修身的弓，才可稳箭身。
修养不只体现在物质水平、学识渊
博，更体现在人品、道德素养。许衡
义不摘梨，以“世心无主，我心有主”
作为人生理想信条，及其殁，后人在
墓侧植一梨园，梨园硕果压枝而无
人私取。

立义以为的，明理想之方向。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千千万万
的理想，并无高下之分，然必以义字
为的。义字并不狭窄，报国之志、奉
献社会、不负韶华，都可称作义，重要
的是将义字铭记于心，铭刻于箭的，
有的放矢。“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
海亦英雄”，周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几十年如一日，见证自己的理想

之箭一步步逼向义之的；袁隆平院士
以一生奉献稻田，见证“禾下乘凉
梦”，诠释生命之大义。他们的理想，
立义以为的，不负一生。

奠而后发，发必中矣，付诸行
动，发万里苍穹。日本花样滑冰选
手羽生结弦，冰场上无数次跌倒，又
无数次站起，纵然身上伤痕累累，但
是内心永不言弃。“曾经有许多艰辛
之事，但没有不拂晓的夜晚！”弓矢
的皆备，该历练的，还有拉弓射箭入
万里长空的身心之力。我志在为中
国古诗词文化传播作出贡献，并为
此理想不懈奋斗。从课堂上念好每
一本书、做好每一道题，为进入理想
学府学习古诗词专业奠基，到课下
广泛阅读古诗词，观看《中国诗词大
会》等节目丰盈自身，都是我切实的
行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叶嘉莹女
士是我努力的方向，“转蓬万里，情
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
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从
此刻努力，理想终将在我脚下。

铸理想之箭，必尽心力打磨弓
矢、砺心智以义为的。有的放矢，奠
而后发，发必至万里苍穹呼啸而前！

修弓矫矢明目标 会有一发必中时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一（9）班 邵嘉倪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古人常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

涉及基础、方法、路径、目标及其关系
等。如汉代扬雄就曾以射箭为喻，他
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
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大意是，只
要不断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
作为确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
现理想。

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
年以启示，请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思
考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
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
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800字。

高考作文咋写得高分
听听名校名师咋指点

作为历年高考大家最为关注的语文作文，今年题目难不难？考生怎么写才能拿高分？本报邀
请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第一中学一线名师来为学子解惑答疑。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张竞昳 张勤

点评：今年河南高考作文
题目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是指题目并
没有直接关联热点话题，情理
之中是延续了高考作文题目
既稳重大气又细致深入的命
题特点。整体来看，题目不偏
不难，考生没有陌生感，人人有
话可说。

不管是 2019 年的“劳动
观”、2020年的“人物评价”，还

是今年的“理想”主题，连续三
年高考作文都体现了“古今融
通”的特点，着力引导学生确立
正确理想，树立远大志向，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养成优秀
品格，并且引导学生将“宏大主
题”跟社会实际、自身发展紧密
结合，不谈大话空话，讲真话讲
实话。

事实上，有关“理想”的作
文小学生也会写，可是高中生

应该达到怎样的高度和水平
呢？今年高考作文命题体现了

“注重能力”的特点，强化对学
生思维品质的高要求。要写好
这篇关于“理想”的作文，考生
需要站在“当代青年”的立场，
正确理解“加强修养”“端正思
想”“确立目标”“付诸行动”的
内涵，全面考查学生的思辨性
思维、批判性思维、多角度思
考、多元化理解的能力。

郑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尧建兴
作文没有陌生感 让考生有话可说

点评：2021 年高考全国
乙卷作文回归材料作文传
统，从青年学生特点入手，落
实“立德树人”教育目的，注
重挖掘传统文化，引导考生
思考自我发展，引导考生树
立正确理想。

今年的高考作文是一则
与理想有关的题目，题目的
核心应是对理想的追求，追
求理想的“基础、方法、路径、
目标及其关系等”，引导考生
应该树立怎样的理想，如何
实现理想等。这正是对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彰显和落
实，目的是引导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形成科学的人生观、
价值观，促进全面发展。

作文材料中引用了汉代
扬雄的一段话阐述了理想应
有明确目标：“不断加强修
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
确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
能实现理想。”这其实是引导

考生在追求理想时应将“义”
作为目标，“义”是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既包括
正义、道义，也包括国家大
义。因此，考生在写作中应
深入挖掘理想与“义”的关
系，强调理想目标应符合正
确的道德准则，应考虑国家
大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题
目要求特别强调“结合自身
发展”，因此，考生在写作
时切不可泛泛而谈，而要结
合自身实际，思考自我发展
方向，应站在“当代青年”
的角度，将自身的理想追求
与个人实际、道义规范、时
代精神、国家发展等结合起
来 。 古 人 强 调“ 修 身 、齐
家、治国、平天下”，当代青
年也应有这样的觉悟和信
念，既要进行自身修养，也
要恪守道德准则，更要担当
国家责任。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张云佳
注重挖掘传统文化

引导学生思考自我发展
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

是任务驱动作文，题目给出了
写作材料并设定了任务情
境。情境下的任务写作，对广
大考生来说是不陌生的。作
文材料选取学生熟悉的话
题，能够切实把学生十几年
来的生命积累和成长感悟激
发出来，站在高考的人生节
点，回顾成长过程中对理想
的追求和思考，展望未来，为
更好地发展自身奠定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命题是非
常成功且很有意义的。

本次作文材料审题的关
键在于抓住第一句话所设定
的写作范围，考生可以着眼
于追求理想的基础、方法、路
径、目标中的任何一个，也可
以着眼于它们之间的关系。
学生可以调取的写作素材是
很多的。比如，选修课本《中
国文化经典研读》中的“修齐
治平”“家国天下”等单元就

有关于修身与追求理想的具
体论述；又如热播剧《觉醒年
代》中也有诸多名人注重修
身、追求理想的素材。素材
使用的关键点在于：若选取
与论题一致的素材，重在分
析，巧在关联；若选取与论题
相反的素材，则要从两方面
辩证分析，将议论引向深入。

这道作文题对我们今后
的语文教学和考试评价也具
有启发和借鉴价值。语文教
学还是要立足学生核心价值
的引领和关键能力的提升，
同时要大力发展学生语言建
构与运用和思维发展与创新
等语文核心素养。教学过程
中要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
紧密联系学生日常生活实
际、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兼
顾传统文化发展问题，扩展
素材选取范围，从而积极推
动学生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
的提升。

郑州一中高三语文教师闫芳
成长从自身出发
善用活用累积素材

2021年
河南高考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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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5纵有前程多磨砺纵有前程多磨砺，，一生常做追梦人一生常做追梦人

今日先试笔 来年上考场 高一高二学子“考”作文

铸理想之箭 发万里苍穹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2）班 陈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