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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天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记者日前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根

据近期大气环流形势分析，预计本周内，周三到周四受冷空气影响天空云

系增多，周三东北风较强，气温明显下降，周四局部有弱降水天气，气温继

续下降；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多变化。

具体天气预报为，2月 1日（周三）多云转阴天，东北风 4~5级、阵风 7
级左右，气温 9℃ ～- 1℃。2日（周四）阴天局部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夹雪，气
温 5℃ ～- 4℃。3日（周五）多云到晴天，气温 9℃ ～- 3℃。4日（周六）晴天
到多云，气温 10℃ ～- 2℃。5日（周日）多云间阴天，气温 7℃ ～0℃。

根据以上天气趋势预报，本周我市气温

逐渐回升，预计周三风力较大，要做好温室

大棚和畜牧棚屋的防风加固和管理工作，合

理调控棚室内小气候，可选择晴朗午后揭棚

通风，确保棚内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本周气温波动大

我市森林防火专项督查督导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1月 31日，汝州市森林防火
专项督查督导动员会召开，传达《汝州市森林防火专项督查督导方案》，对

森林防火专项督查行动作了安排、动员，对各督导组人员进行简要培训。市

领导李鑫琪、鲁武国、张红伟出席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这次

活动我得了两个一等奖，非常开心。新的一年里我要加

倍努力，争取各项工作再上一层楼。”夏店镇农业服务

中心副主任栗帅锋高兴地从副镇长王佳佳手中接过奖

品。
1月 30日，兔年灯节前夕，为丰富节日文化生活，

提振机关干部职工精气神，夏店镇在镇机关大院举办

了丰富多彩的灯节文体活动，吸引了镇机关干部职工

广泛积极参与，以别样的方式庆祝农历兔年灯节的到

来。

过去的一年里，夏店镇机关干部职工履职尽责、踔

厉奋发，为夏店镇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新年

新气象，新年新担当，为进一步调动机关干部职工工作

积极性，夏店镇党委、政府举办了这次灯节文体活动。

本次灯节文体活动的主要内容有羽毛球、跳绳、踩气

球、抢凳子、猜谜语、定点投篮等比赛活动。

为了体现公正、公平，赛出友谊团结，展现新时代夏

店镇干部职工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风采，夏店镇党政

办、文化活动中心、宣统办等部门联合行动，组织实施，制

定了各项比赛活动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了项目负责人

和比赛时间节点、规则，确保各项活动有序进行。

因组织充分，今年夏店镇机关参加灯节文体活动

的人员多于往年，文体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大家

在活动中赛出了团结，赛出了友谊，赛出了争先创优的

气势。镇党委、政府为活动中各项比赛的优胜者颁发了

奖品。

“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活跃夏店节日文化

氛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夏店镇文化服务中

心主任赵辉芳是这次灯节文体活动的总协调人，几天

来，她不辞辛苦，挑选适合机关干部职工广泛参与的文

体比赛项目，参与制定各项活动秩序册，为本次文体活

动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文体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镇机关干部职工的凝

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振了镇机关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汝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

手，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全面提升工作能力，不断开创

夏店镇各项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夏店镇乡村振兴而努力

奋斗。”夏店镇党委书记王磊说。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高
素会） 1月 28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节后“收心
会”，总结春节假期应急值守、安全生产等有关工作，对

当前安全防范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当前是节后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始复

工复产的关键时期，全体人员要切实增强工作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指导企业做好节后复

工复产相关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节后安全监

管工作。各业务科室要进一步排查清楚当前烟花爆竹

安全形势，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管控工作，把监管工作抓

实、抓细、抓牢，落实监管责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切

实抓好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行业安全监管，

通过严格执法规范提升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能力。要进

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内部管理，努力提高为民服务

意识。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清醒认识当前复杂的安

全形势，迅速从假期状态进入工作状态，以饱满的热情、

务实的作风，投入新一年的工作中，按照市委市政府工

作部署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切实做到节后思想回

位、人员归位、工作到位。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虎丫炒鸡”最高时候一天待

客 220余桌次，营业额达 2万

余元；“爆汁烤苕皮”一天能卖

出六七百串，营收近万元；“沪

上阿姨鲜果茶”平均每天都能

售出奶茶果茶 2000多杯；“关

大侠炸串”初一至初五的营业

额达 7 万余元…… 1 月 29

日，记者在绿洲广场负一楼的

餐饮处了解到，这里的假日经

济红红火火。而这不过是我市

春节期间“烟火经济”的一个

缩影，种种现象表明：只要坚

定信心，脚踏实地，埋头肯干，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

火。

不管是在近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持续抓实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

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还

是日前我市组织收听收看的

平顶山市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要求高度重视经

济运行，强化对春节期间连续

生产企业的服务保障，全面落

实各项稳岗稳产政策和省政

府稳经济 90条措施，持续活

跃市场促进消费；以及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

化之后，我市相继出台促消费政策，借力多

种举措带动民众消费热情。我们看到，从中

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为经济

复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创新

的活力加速释放，大家干事创业的激情也在

涌动澎湃。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能战胜前

行路上的困难挑战，赢得长远发展。

今年是兔年，兔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

活力和机敏的象征。只要我们同心同向，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加油干，勇

于“走上坡路、开顶风

船”，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顽强拼搏，就一

定能推动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春耕备耕，种子先行。1月 30日，记者在汝州市丰农种子批发门市看到，店家正在码放种子。为迎接即将到来

的销售旺季，店里购置了玉米、花生、土豆、菜籽等各类种子，以满足群众的春耕需要。 张沛沛 摄

对于行走在生命边缘的医护人员来说，那些

转瞬即逝的一分一秒，或许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在疾病和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

冬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在新冠感染

病例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汝州市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总院胸痛中心医护人员面对突然心搏骤停患

者，行动起来手疾眼快，抢救起来争分夺秒，短短

几分钟，心内科用“速度与激情”给了众多患者宝

贵的第二次生命。

心脏骤停，救命以秒计算

最近的一次抢救，正值早晨交接班，胸痛门诊

坐诊的医师王成强，接诊了一位患者，在进行心电

图检查时，患者突然昏迷，此时心电图结果显示

“前壁心肌梗死”。

王成强迅速通知胸痛中心医师、CCU 医师参
与抢救：医师就位，判断生命体征；责任护士就位，

安排床单位，适合抢救位置，心电监护就位，除颤

仪就位，抢救车就位，血压计就位，血糖仪就位，开

通第二条静脉通路，上监护，查血糖……

一系列急救措施后，随着一声“回来了！回来

了！”心电监护提示患者恢复窦性心律，心率恢复，

患者赵某大动脉搏可触及，有自主呼吸，血压恢

复，口唇及肢端由发绀转红润，心跳恢复。

在抢救的同时，王成强医师已将情况汇报给

胸痛中心以及大心内科副主任、心内二主任韩浩

峰，指出患者突发心搏骤停，随时会再次出现心搏

骤停，病情危重，有行急诊冠脉造影术指征，必要

时冠脉介入治疗，经家属同意立即送介入导管室

拟行急诊介入治疗。

“前几日一起打球的朋友，突发心脏猝死，我

俩同样心脏不好，我也害怕，早上锻炼后感觉呼吸

不畅，才直奔医院，算是来对了。”55岁的赵某在鬼
门关走一遭后，再见到胸痛中心团队时激动地说

道。

汝州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总院胸痛中心抢救

危重患者不计其数，每一次抢救都是一次与死神

的较量。猝死患者往往发病很突然，不给患者家属

一点思想准备，不分年龄，不论病情时间长短，一

旦心脏停止正常工作，给医生护士的时间或许只

有短短几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几分钟，胸痛中

心用“速度与激情”，给了患者宝贵的第二次生命。

坚守“疫”线，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近期，胸痛中心患者陡增，对于坚守在临床一

线的医护人员而言，挑战不言而喻。

深夜，心内科的各病房依旧灯火通明，急迫的

呼救声伴着匆忙的脚步声此起彼伏。“嘀———

嘀———”心电监护仪的蜂鸣声回荡，医生和护士在

连续大声呼叫：“32床患者发生病情变化，准备抢
救！”

连日来，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重症患者增

多。为确保所有患者第一时间能够得到精准高效

救治，胸痛中心启动应急模式，迅速集结后备力

量，增设床位等，帮助急诊分流患者。同时，集团总

院党委为医护人员的健康作了充分考虑，保证救

治人员能够尽量及时轮换，集中力量做好医疗流

程、人员、物资、机制保障等各方面工作。

针对这段艰难时刻，集团总院胸痛中心全体

医护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坚持轻伤不下火线，24小
时坚守岗位，自疫情措施优化以来共接诊病人
5952人，收住院 424人，危重症病人 169人。

不遗余力，救治多名急危重症患者

疫情措施优化以后，在新冠病毒的侵袭下，对

老年人和孩子的身体影响是极大的，一旦感染病

毒，老年人就会引发多项并发症。

元旦假期前夕，100岁高龄新冠阳性杨奶奶因
“高热不退、间断胸闷、咳嗽 5天”入院治疗，曾在
社区诊所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但治疗效果欠佳，遂

来就医。

集团总院心内科一病区医师王斐根据其症

状、体征及辅助检查，发现杨奶奶肺部两中下肺野

纹理增多、紊乱，并见淡斑片状及条索状密度增高

影，边缘模糊，右肺中叶体积缩小，主动脉管壁及

冠状动脉管壁局限性钙化，心影稍增大。

杨奶奶高龄，有脑梗塞病史，加上基础病较

多，虽然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老人身体虚弱，咳嗽非常厉害，咳到晚上没

法睡觉。”心内科一病区主任杜阳平说，杨奶奶感

染新冠的主要表现为食欲减退和剧烈咳嗽，和没

有及时将降压药减量而出现严重的低血压有关。

心内科一病区主任杜阳平带领团队及时为老

人给予退热、抗感染、补液等对症及支持治疗，并

与心内科其他医师会诊后，为患者制定了具体的

后续治疗方案，每天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发展情

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经过心内科一病区团队连续一周的精心护理

和治疗，老人咳嗽症状较前明显改善，CT 也显示
病灶吸收，肺部情况明显好转。这位老人，在迎来

百岁这一年，终于闯过了人生又一关。

家住寄料的 84岁男性患者，在家里憋喘两天
了，家里人看患者病情越来越严重，前两天紧急送

到了心内科入院治疗。患者在家里发过烧，咳嗽还

有痰咳不出，家里人心急如焚。心内科二病区的医

生们先是稳住患者家属的情绪，以“心功能不全”

收入病房，发现患者呼吸急促、精神不振、双肺呼

吸音粗、心音低钝、大量出汗、皮肤湿凉。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初步诊断为：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NYHA
分级）、肺部感染。胸痛中心负责人、心内科二病区

主任韩浩峰立即组织全科进行了病例讨论，迅速

为这位高龄患者制定了对症的治疗方案———增加

营养，进行抗炎治疗，改善心功能，纠正低蛋白血

症。经过全体医护人员齐心协力，把患者从生死线

拉了回来。

看着一个个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面对着患

者不住的感谢声，胸痛中心医护人员平静地说：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我们不救谁来

救。”

竭尽全力，奋战重症一线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汝州市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总院 CCU 护士办公室响起，“心内二科 9床患者
突发猝死，正在床旁进行心肺复苏，ICU 也正在抢救
患者，需要 CCU 支援！”接到电话，CCU 值班医生

第一时间赶到救治现场，与心内科二病区医护共同

抢救患者，气管插管后患者状态符合转运条件，转至

CCU 连接有创呼吸机继续进一步治疗。
心血管科 CCU 是汝州市人民医院集团总院

心脏疾病重症监护室。CCU 承担了全医院心脏危
重症的救治任务，也分担了内科 ICU 的救治功能。
在循环生命支持的同时，进行呼吸衰竭器械治疗、

有创插管机械通气、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等多系

统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支持治疗。

随着疫情形势变化，新冠病毒感染、特别是合

并心脏危重症的患者激增。为了应对新的形势和

压力，CCU 病房统筹安排，用最优设备和最强人
员确保心脏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呼吸机、血滤

机、监护仪、输液泵的报警和提示音时刻不停，全

部设备满负荷运转，全部医护人员奔波穿梭在患

者床前，竭尽全力奋战在重症救治一线。

病房因新冠感染或其他炎症导致心血管疾病

加重的情况较多，针对“正阳”发热、“阳后”咳嗽及

心衰、心梗、利尿剂抵抗等不同病人的情况，结合

心血管科多年积累的治疗经验，制定系列协定处

方，有效退热、止咳，缓解症状，改善病情，提高疗

效。同时，对合适的患者，积极应用中医外治疗法、

热灸法等，深受患者欢迎。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胸痛中心全体医护人员

在医院党委领导下，紧紧围绕心脏危重症救治的

工作主线，凝心聚力，全力以赴，统筹协调，科学决

策，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尽力守住每一个患者的

生命线。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王婉璐 杨依涵 康佳

夏店镇：提振职工精气神 奋力开创新局面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高效诊疗为患者赢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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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局：节后“收心会” 新年作风实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程曼玉） 为切实传

达总行党委对基层员工的深切关怀，1月 25日（农历大年初四），汝州农商
银行党委班子组织慰问组分别深入各基层营业网点看望慰问坚守在金融

岗位的一线员工，送去新春的祝福和暖心的问候。

每到一处，慰问组都与员工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营业网点开门红工作

开展情况，和员工工作、生活情况，并对大家在节日期间的持续坚守和辛勤

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叮嘱各网点要做优金融服务、做实金融支撑，以奋发有

为、争先创优的精气神织密城乡金融网络。要提升安全意识，提高防范心

理，以谨小慎微、严抓不懈的高标准筑牢安全防范篱笆。

关怀催人奋进，慰问情暖人心。该行开展的慰问活动让员工们倍感振

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秉承服务为先的核心意识，牢记金融为民的精神实

质，保持百折不挠的工作热情，为汝州农商银行高质量稳健发展贡献微薄

之力。

汝州农商银行党委班子

深入网点慰问一线员工

备足种子迎春耕

1月 30日，向阳小学迎来开学第一天，学生们以崭

新的面貌、饱满的热情开启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图为

学生们正在上开学第一课。 张亚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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