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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小朋友们讲一个‘怪老头儿’的故事。从前，有一个怪老头

……”9月 29日上午，洗耳河街道十里村支部委员王向品如约来到儿童
之家，为村里的留守儿童讲故事。

王向品在村里分管妇女、儿童工作，担任村里的“儿童主任”已经有五

年多的时间。

“刚开始接触这项工作，看到许多孩子父母都外出打工了，长期不回

来，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着。”王向品告诉记者：“这些孩子们由于长期

见不到父母，缺失一种关爱，孩子们看起来都是不爱说话、不自信、没有胆

量。”

面对村里的留守儿童，王向品自觉担起了“儿童主任”的重担。多年的

农村基层干部经历使王向品深刻认识到，与留守儿童多交流、多沟通是解

决这些儿童问题的关键。为此，她坚持每周至少一次专门看望村里的留守

儿童，同他们交流沟通“交朋友”。每逢春节孩子家长回家探望，她都要专

门为村里外出打工的家长们举办专题讲座，讲授科学育儿理念、隔代教育

问题等知识，积极引导广大家长多与孩子交流沟通，减少亲情的缺失。

“我觉得，和留守儿童交往，最重要的是和他们交朋友。多和孩子说说

话，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让关爱的缺位在这里得到弥补，保障孩子们安全、

健康的成长。”王向品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共有 11名留守儿童。今年端午
节，村里组织包粽子，专门给村里的留守儿童送去，让关爱在这里不缺失。”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下一次我们在一起想干什么啊？”讲完了故事，

王向品问到，“下一回再多讲点故事”“下一回老师领着俺们做游戏”“明天

还来吧”……

望着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王向品也会心地笑了……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丁亚伟

“儿童主任”为留守儿童
撑起爱的“保护伞”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侯

晓蕾）“我刚来医院时不能动，现在能够自己行走，真的

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很感谢咱们科医护人员这些日子对

我的精心医治和照顾，对我们患者太耐心了，又仔细又亲

切，像家人一样。”近日，66岁的患者李某在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一病区接受治疗康复后，在侄子的陪同下，专程

来到医生办公室向主治医生邢蕾赠送了 4幅其侄子创作
的书法作品，对科室医护人员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

表示感谢。

9月 8日，李某因不能自行行走、言语不利、左手不
能持物被家人送往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经医学

检查为脑梗塞。因患者已错过最佳溶栓时间，主治医师邢

蕾根据患者病情给予药物治疗。护士长赵晓芳带领护理

团队为李某制订了详细的康复方案，协助患者翻身、指导

其进行肢体功能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和患者

自身努力锻炼，李某可以自行下地行走了。

看到老人的变化，李某的侄子非常高兴，擅长书画的

他创作了 4幅书画送给医护人员，感谢他们精准的治疗
和悉心的照顾。

闻新合综栋亚李：辑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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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莅汝
开展消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10月 12日，平顶山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洪宇带领执法检查组到我市，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河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

检查。检查组先后来到汝州市消防救援大队、大智慧消防公司、汝州金博

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圣庄园小区、煤山街道望嵩社区，通过实地察看、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检查消防“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市领导李运平、温卫杰、潘广臣、郑学伟陪同检查。

市领导检查指导创文、创卫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0月 12日，市领导李晓伟、

张志伟到分包街道和乡镇检查指导创文、创卫工作开展情况，先后到城

垣路、小屯镇实地察看沿街门店、高速口、加油站、卫生院周围环境卫生、

创文氛围等。李晓伟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是民之所

向，各责任单位要把创文、创卫融入日常工作中，大家都参与进来，成为

一种风气，努力把创建工作做得更加深入、细致，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幸

福感和获得感。

我市召开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9月份例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10月 12日，我市召开棚户

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9月份例会，会议听取棚改项目红线内配套资金申
报工作推进情况、各棚改指挥部 9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和各国有资本经营
公司 9月份资金筹措及对上争取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汇报，并安排部署
10月份重点工作任务。市领导郑华永、陈万幸出席会议。

市领导检查督导煤山街道辖区“双创”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毛远恒） 10月 12

日，市领导张志伟、阮建国到煤山街道检查督导辖区“双创”工作，实地察

看了城乡接合部、侯饭线沿线企业等重点部位环境卫生整治情况，要求

煤山街道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严格按照“双创”标准，加快推进整治进

度，切实把问题整改到位，持续巩固辖区“双创”工作成果。

“明孝道，懂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紫云路街道郭林山庄村 29岁的于爱
莹，3个月前特意辞去工作，照顾瘫痪在床
的老父亲，日前，她的善举赢得了村民的一

致称赞。“虽说于爱莹是收养的，但在照顾

老人这方面那可是非常实在，‘不是亲闺

女，胜似亲闺女’！”10月 12日下午，带记
者采访的紫云路街道郭林山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伟东，提到于爱莹时由衷

地称赞。

据了解，于爱莹的父亲于心献今年 76
岁，母亲马珍 66岁。1992年，于心献、马珍
夫妇俩收养了于爱莹，含辛茹苦把她抚养

长大。2014年，于爱莹结婚后在米庙镇一
家药店工作，丈夫在附近干活，先后生育一

儿一女，一家人过着平淡温馨的生活。

近年来，父母日渐衰老，疾病缠身，生

活艰难，于爱莹经常回来探望。今年 7月，
于心献突发脑梗。住院期间，于爱莹整天守

护在父亲病床前，端茶倒水、擦屎刮尿，伺

候得十分周到。病区里的患者、家属和医护

人员得知于爱莹是于心献收养的，都纷纷

称赞她“比亲闺女伺候得还好”。

半个月后，病情稳定的于心献出院回

家了。但由于有脑梗后遗症，于心献仍卧床

不起，需要人照顾。可马珍之前因病半身瘫

痪，自己行动还不灵便，更别说照顾丈夫

了。看着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父母处境艰难，

于爱莹毅然决定辞去药店的工作，专职照

顾两位老人。

就这样，不论刮风下雨，于爱莹每天早

上都骑着电动车，从米庙赶到郭林山庄村，

为父母做饭，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与同龄

人每天轻松欢快的生活相比，于爱莹每天

的生活显得枯燥乏味，但她仍然坚持了下

来。

上个月，经过慎重考虑，于爱莹将母亲

马珍送往城区养老院，这样既能给母亲一

个安心生活的环境，又便于自己更好地照

顾父亲。父亲每天躺在床上，情绪时好时

坏，于爱莹就陪父亲说话，帮助父亲放松心

情。在床上躺的时间长了，于爱莹还要把父

亲从床上挪到椅子上。父亲体重 160多斤，
每次挪的时候，于爱莹都要先把椅子放在

床边，然后把父亲扶起来，将父亲的手搭在

自己的肩膀上，再抱着父亲一点一点从床

上往椅子上挪，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她从不

放弃。天气晴朗的时候，于爱莹还会给父亲

理发、刮胡子，她也想让久病的父亲看上去

精神一点。伺候父亲的吃喝拉撒，一天下来

于爱莹也非常累，能够适当的休息才能在

第二天更好地照顾父亲。因此到了晚上，她

总是为父亲穿好纸尿裤，在床上垫上尿不

湿，把父亲安顿好后，才骑着电动车从郭林

山庄村返回米庙，每次到家都是晚上八九

点钟。

母亲在养老院，于爱莹也十分牵挂，每

隔一段时间，都要打电话问母亲想吃什么

零食，然后买好了送去，顺便把母亲的药、

换季衣服也带过去，还对母亲说自己能把

父亲照顾好，叮嘱母亲不要牵挂，要在养老

院安心生活。

于爱莹辞掉工作，把全部心思都放在

了照顾父母上，丈夫既要赚钱养家，还要料

理家务和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难免心生

不快。但孝敬老人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结婚以来于爱莹为这个家也付出了

许多努力，对公公婆婆也很尊敬孝顺，丈夫

其实也很理解于爱莹的不容易。于是，他把

孩子托付给父母照看，自己去外地打工，他

这样做也是为了能多赚点钱，减轻家里的

负担，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心全意

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人。

郭林山庄村两委会得知于爱莹家里的

情况后，一直十分关注，为两位老人办理了

低保，并且给予生活上的照顾。目前，于爱

莹仍在米庙和郭林山庄村风雨无阻地来往

奔波，用自己的真情照顾抚养自己长大的

父亲。“养育之恩大于天！是他把我养大了，

没有他就没有我，照顾他即使再苦再累，我

都会坚持下去。”10月 12日下午，面对记
者的采访，于爱莹真诚地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于俊鸽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
党申）“这地方在矿区附近，位于夏店

镇区中心，位置优越，矿领导职工非常满

意。夏店镇这么快给我们协调解决了职

工住宿的地方，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有力支持了夏店矿建设，谢谢夏店镇各

位领导。”10月 11日下午，在夏店镇区改
建宿舍工地现场，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矿

业有限公司副矿长刘克峰感激地对夏店

镇常务副镇长邵振杰说。

夏店矿是 2021年河南省重点建设项
目，总投资 32 亿元，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150万吨，面积约 26.41平方千米，
采储量 1.24亿吨，服务年限约 51年，预
计 2021年底建成投产，是河南省智能化

程度较高的现代化矿井。

夏店矿投产在即，各项建设进入最

后冲刺关键阶段，大批工人进驻夏店矿

进行施工建设，目前职工达到 2000 余
人。然而夏店矿仅有 3栋职工宿舍楼，现
有条件满足不了职工住宿需要，五六个

职工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住宿困难。新

建职工宿舍楼需要一个过程。

在近日“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夏店

镇党委书记焦慧涛到夏店矿调研，得知

夏店矿职工住宿困难的消息。焦慧涛立

即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议，专题研究解

决夏店矿职工居住困难的办法。夏店镇

班子成员认识到支持省重点建设项目夏

店矿建设的重大意义，决定由一名副科

级领导具体牵头，在夏店镇区为夏店矿

职工寻找适合住宿的地方，解决夏店矿

职工住宿难。经过深入摸排和协商，夏店

镇迅速在镇区繁华地段以最低的价格为

夏店矿找到了一处适合职工住宿生活的

场所，有 100多个房间，稍加改造，便可
住人，可以安排夏店矿职工 500多人入
住。目前房间装修正在紧张进行中，10月
底就能实现入住，解决了夏店矿职工住

宿困难问题。

据夏店镇镇长王磊介绍，夏店镇高

度重视夏店矿项目建设，镇政府成立了

服务夏店矿项目建设专班，及时跟进协

调解决夏店矿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积极和夏店矿对接，提前介入，理顺

各种关系，确保夏店矿证照和有关手续

顺利办理。先后协调解决了夏店矿建设

中的水电路等问题，有力服务了夏店矿

建设。

“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夏店矿是河南

省重点建设项目，协调解决夏店矿建设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夏店镇党委、政府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下一步，夏店镇将进

一步加大对夏店矿的协调支持力度，进一

步优化项目建设环境，争取使夏店矿早日

实现投产，带动夏店镇一二三产业迅猛发

展，实现企业和夏店镇共赢，为夏店镇建设

工业大镇夯实基础。”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

涛信心百

倍地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首道）

小屯镇始终把建设平安幸福小屯作为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工程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的民心工程来抓，今年以来继续采取多项措施，

积极深化平安建设工作，确保了辖区社会安定，

群众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切实加强活动组织领导。党政主要领导靠前

指挥该项工作，并多次在党委会、机关干部会及

村干部会上强调此项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

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务

必克服困难，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强化平安建设知识宣传。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宣传标语、宣传横幅宣传平安建设知识，发送

微信信息 400多条，在各村张贴宣传标语 800余
条，悬挂横幅 120余条。组织镇村两级干部进村
入户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册 600余
份。

狠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以镇综治中心为依

托，健全各村组、单位调解网络，严格落实社会矛

盾纠纷化解“以村为主”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村

调解员”制度，定期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确保

各类纠纷及时有效化解。

认真开展督促检查工作。小屯镇把矛盾纠纷

调处工作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完善镇村

综治维稳信访中心建设，对各村、各单位工作情况进行跟踪

检查，做到了健全网络抓预警，突出重点细排查，完善制度

重调处，强化职能严督办，规范工作求实效，领导带头，表率

示范，统筹协调，突出重点，严肃纪律，真抓实干，形成了各

负其责、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10月 12日，在市消防救援大队院内，官兵通过对潜水服、救生绳、救生装备

等的展示，为群众讲解了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展开救援工作。

陈晶 摄

“旺爷爷非常和蔼可亲，我们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有什么困难

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帮忙解决。”近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的

医生办公室，副护士长马利平把一张透析费用结算单和几十块钱零钱交

到透析患者旺爷爷的家属手中，并一再叮嘱他们放心。

马利平口中的旺爷爷，是该院血液净化室的一位透析患者，家住大峪

镇龙王村，今年已 86岁高龄，透析治疗已经有一年多了。因为年龄大，走
路不方便，每次到透析室，护士都会小心地搀扶他进入透析区，透析结束

后又安全地送回到家属的身边。

旺爷爷家距医院有五六十里的路程，每逢遇到刮风雨雪天气，道路就

特别不好走，马利平都会尽力为其调整透析时间，既保证治疗又能安全地

回到家。有时候因为透析时间的调整，科室的医务人员甚至还需要加班，

可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为了感谢大家的照顾，旺爷爷就悄悄给马利

平充了一百元话费以示感谢。收到莫名得来的一百元话费，马利平多方打

听后得知是旺爷爷家属交的，就把这钱充到了旺爷爷的透析费用上，并把

剩余的零钱交给其家属。

据了解，该院血液净化室是一个拥有近 200位透析肾友的大家庭，每
周三次的透析，让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成了一家人。和透析的肾友

相处久了，除了关注他们的透析治疗等，对生活和心理的支持也成为该科

室每个人工作的一部分，肾友小超的事迹就是其中一例，在社会上影响也

很广泛。还有一位肾友有段时间非常抗拒透析治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

利平首先向焦亚彬主任反映，焦亚彬指示要密切关注，及时给予帮助。马

利平详细了解情况后来到患者的家中细心地进行沟通，并从网上找来一

位尿毒症患者一边透析一边创业并资助其他肾友换肾的感人事迹，成功

地帮助这位肾友重新开始透析治疗。

“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一位医生职业生涯的

感悟。马利平表示：我们愿用最专业的知识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肾友家

人们搭建生命的通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牢记初心使命，真诚服务患者”是市妇幼保健院

全体护理人员的庄严承诺。她们热爱护理专业，献身

护理事业，以真心、爱心、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门诊理疗室，已经到了下班

时间，已换回工作服的护士王艳芳，正在和独自在家

的儿子视频通话，询问儿子晚上想吃什么时，突然传

来“咚咚”的敲门声。王艳芳迅速挂断视频并打开门，

看到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女士，她连忙问：“您有什么事

吗？进来坐下说吧！”

经过询问得知，敲门的中年女士是从骑岭乡来

的，姓杨，今年 42岁，因为平时照顾家里老小，身体不
舒服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医院看病，这次慕名来到妇幼

保健院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后，诊断为霉菌感染，给

出了治疗建议。“今天太难受了，实在没办法了，护士

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治疗治疗吧。”杨某恳切地对王艳

芳说。

王艳芳耐心地安慰说：“有了霉菌确实很难受，您

先别着急。我需要为您做一套治疗，包括冲洗、臭氧、

光疗，大概需要 50分钟。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我现
在就为您治疗。”杨某激动地说：“太感谢您了，不然到

了晚上就更严重了。”

就这样，已经准备回家的王艳芳先给儿子发了个

信息，交代儿子在家吃点儿零食、看会儿电视，注意安

全，然后就又换回护士服，为杨某进行治疗。治疗期

间，王艳芳耐心缓解杨某紧张焦虑的情绪。因当天天

气变化不定，病房温度低，王艳芳还为她盖被子、倒热

水，叮嘱其注意保暖。

一个小时后，杨某的基础疾病得到了缓解。王艳

芳又讲解了平时的注意事项，杨某满心感激地和王艳

芳辞别。

等王艳芳回到家里，看到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

儿子，手里还拿着未吃完的小面包，她的眼圈红了。

“作为护士，只要患者需要，晚点回家也是应该

的。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几次治疗后，杨某现在已经痊

愈了。”谈到参加护理工作的付出和收获，王艳芳由衷

地说，即使工作中有再多的艰辛，只要能换来患者的

健康，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患者的康复和满

意，就是对护士最好的奖励。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张亚琼

于爱莹：不是亲闺女胜似亲闺女

一百元话费背后的故事

晚归忽略了儿子 加班服务了患者

夏店镇：精准服务解决夏店矿住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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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回春除病痛
书画送给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