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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汝 州

1月 29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组织党员志愿者来到风穴寺景区，开展

文明旅游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页、现场讲解等形式，宣传旅游过

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各类措施，引导社会公众分类投放垃圾、不焚烧垃圾秸秆、抵制露

天烧烤、保护野生动植物，特别是要遵守烟花爆竹限放规定，共同呵护自然生态，减少污

染产生。 宋乐义 杭高博 摄

1月 29日 9时，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信息采集员薛利娟对责任网格日

常巡查，当行至经三路与东关街交叉口向南约 100米处时，发现路边绿化带内冒出大量

黑烟，近前一看是地下管道井口内起火，四周都是草木，极有可能造成火势蔓延。薛利娟

立即上报数字化监督指挥中心，“12319”热线及时连线 119火警电话，在短时间内消防

人员赶到现场，火势于 9时 20分扑灭。 李晓伟 王丹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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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村容村貌，营造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近日，王

寨乡唐村组织公益性岗位人员清理环境卫生，全面开展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集中对出入村道路、村组道路两旁的树

枝残叶、杂草、建筑材料和垃圾进行清理。 赵子豪 摄

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领导莅汝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1月 31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林海到我市人民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青少

年关爱中心）、市人民检察院案件受理大厅等地调研检察院相关工作开展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市领导黄彬、李新杰、张剑奇、杨慧陪同或参加座谈

会。

汝州市委政法委召开 2022年度机关述职大会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1月 31日，汝州市委政法委组

织召开了 2022年度机关干部年终述职大会，述职大会以个人述职、领导点

评的方式有序开展。全体机关干部立足岗位实际，通过“晒成绩、查不足、谈

打算”，全面翔实地展现了自己用奋斗和担当书写的 2022年履职“答卷”。

述职结束后，全体人员结合述职人员平时工作表现，对述职人员进行了客

观、公正的评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体育局相关领导莅汝调研“在建工程”及“7·20”灾后重建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郭应莉） 1月 30日，河

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孙甜甜带队莅汝，就“在建工程”及“7·20受灾恢复

重建”情况进行实地点位调研督导。市领导王沧海陪同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任晓志）“卯”足干劲早开工，“兔”飞猛进开门红。1

月 30日上午，市审计局开展全体干部职工收心教育

工作，节后收心提振精神，严明纪律，切实抓好各项

工作，为高质量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开好局、起好

步。

该局要求全体人员要把握机遇，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上级的部署上来。强化纪律意识。及时调

整心态，立即投入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严守政治

纪律，集中精力投入到今后工作中。强化目标意识。

统筹安排，提前谋划，立足全年工作，加强协调沟通，

迅速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

实。继续发扬吃苦敬业精神，争先创优，进一步明确

工作责任，统筹兼顾、全力推进当前各项工作。要从

工作大局出发，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始终保持积极

向上的精神状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我市审计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杨玉婷） 为保障全市人民过一个安全、畅通、祥和、

快乐的“双节”，1月 30日，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多措并

举、压实责任，组织养护、路政、安全工作人员 200余

人分组对市域内风烟线、温李线、靳马线等主要县乡

道路、旅游线路开展重点巡查养护及隐患处理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公路安全畅通。

“双节”期间，该所持续加强道路日常养护和路政

巡查，落实养护、路政、安全联合巡查工作机制，共出

动 2000余人次对全市县道进行巡查养护，期间清扫

抛撒碎石 80余处、培护路肩 20多公里、对景区沿线

公路白色垃圾实行全天候捡拾，共处理白色垃圾 2

车、处理安全隐患 3处、疏通排水口 40处。

通过多举措保持公路巡查不间断，合理分析研

判农村公路交通流量流向，完善公路应急保障。针对

降雪等恶劣天气提前预警，备齐备足清雪防滑等应

急保障人员、物资，建立信息及时上报处理机制，发

现农村公路拥堵事故情况，确保能快速处置、快速恢

复通行。

当天，该所共巡查清扫道路 198 公里，绿化带整

治 500米、清理路面散落碎石 13处、百米桩扶正修复

3处，发现安全隐患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1处，有效改

善了农村公路沿线路容路貌，保障了道路“畅、安、舒、

美”，提升了群众出行的舒适感、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首道） 当

前，天干物燥，火灾隐患增加。为切实强化防火安全

管理，连日来，小屯镇持续开展冬季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细查细改，消除火灾隐患。

强化安全检查。由安监办牵头，组建消防安全专

项治理工作组，对辖区企业、加油站、超市、学校、敬

老院等人口密集区域的用电线路安全、消防器材配

备、消防通道的设立、专职消防员配备、消防规章制

度落实等方面开展拉网式检查，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下达整改通知书。

狠抓隐患整改。严格落实隐患整改销号制度，对

检查中发现隐患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整改，定期督

导，逐一销号。对不予配合、落实不力的，一律按有关

规定移交相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罚。

广泛宣传教育。利用专项检查，现场讲解火灾案

例以及用电、用气安全，火情处置等防火注意事项。

同时开展好冬季防火小手拉大手活动，加强对中小

学生防火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防火意识，通

过悬挂宣传横幅等方式开展全方位宣传，营造良好

的冬季防火氛围。

完善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网格化管

理，对全镇镇、村、组三级网格进行全面梳理和完

善，确保人员、资金、设备到位，及时弥补管理漏

洞。

进入 2月，气温逐渐回升，气

候干燥，再加上即将到来的农历

“二月二”祭拜风俗，给我市森林防

火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防范火灾

事故可能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

成的损害，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加强

监管，还需人人树立防火意识，方

能筑牢森林“防火墙”。

森林火灾重在防范。为此，1月

31日，我市召开了森林防火专项督

查督导动员会，会上传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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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即日起至森林防火

紧要期结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

项督导，确保森林防火责任及各项

措施落到实处。众所周知，森林资

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防火

同样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要想

从源头上杜绝火灾的出现，还需我们每个公民都

从自身做起。一是提高自身防火意识，不在山林里

进行吸烟、放鞭炮等不合宜的活动，警惕星星之火

也可毁掉千顷林海，切莫因一时疏忽大意造成无

可挽回的损失；二是养成文明祭拜的习惯，比如采

用鲜花祭祀、植树祭拜等绿色方式，也可以将现代

科技融入传统习俗，开展网上祭拜活动等。真正的

祭拜不必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某一个时间节点，而

是要用心来追思先人的美德和功绩，秉承先人遗

志，才是祭拜应有的情怀。

总之，森林防火应需大家共同努力。只有我们

人人都提高防火意识，不在山林中燃放星星之火，

才能真正筑牢森林“防火

墙”；也只有林中无烟火，

才能留住处处青山，打造

鸟语花香的良好生态。

这是一段跨越 11年的最美医患情，也

是患者与医护人员携手战胜病魔的重生

见证。

1月 10日 7时 50分，市第一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总院骨科中心医护人员正在

办公室进行晨会交班，忽听楼下传来一阵

热烈的敲锣打鼓声，原来是百岁患者郭奶

奶的家属特地前来为骨科中心全体医护

人员送锦旗，以感谢他们在郭奶奶住院期

间的精心医治和悉心护理。

“感谢你们，感谢医院，一次又一次将

我母亲从病痛中解救出来。”骨科中心主

任连乐峰、护士长常飞跃带领科室医护人

员到病房楼前迎接，郭奶奶的儿子一见到

连乐峰，就激动地上前握手说道：“她嘱咐

我们一定要给您送面锦旗，说您是她的救

命恩人，没有您就没有她现在 101岁高龄

的幸福生活，对您的感激之情我们也无法

用言语表达……”

一边说着，一边将一面写有“百岁重

生 圣手回春”的锦旗送到了连乐峰手

上。

患者家属的感谢，事情要追溯到 11年

前。当时郭奶奶已是 90岁的高龄，由于外

伤导致右侧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该院骨

科中心。经过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郭奶

奶顺利康复出院。住院期间，科室医护人

员把老人当作自己的奶奶一样照顾。医护

人员热情的服务、精心的治疗和细心的护

理，也让老人倍感亲切与温暖，始终记在

心间。

2022年 12月 31日，郭奶奶在家不慎

摔伤，后出现左髋部疼痛，且活动受限，无法

站立行走，再次住进了集团总院骨科中心。

因为老人已经年过百岁，伴有 30余年的高

血压病史，且影像资料显示骨粗隆间骨折，

骨折端轻度移位，因此家里人都十分担心她

的身体。经过骨科中心医护人员精心的治疗

和贴心的照顾，奇迹再次发生，郭奶奶再次

术后康复出院，且愈后良好。

出院后，郭奶奶心里一直惦念着连乐

峰的两次救治之情，让孩子们无论如何要

到医院表示感谢，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始

的那一幕。

这样的锦旗、这样的感谢在该集团总

院时常发生，也正因为这样的信任、感谢和

责任，让这份延续 11年之久的医患情得以

历久弥新。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一面面的

锦旗，传递的不仅是患者的信赖与感谢，也

是对医院服务品质的认可和对医务人员辛

勤付出的肯定，更是对他们的鞭策和鼓励。

全院医护人员将始终坚持“一切为患者服

务”的初心，接续奋斗、笃定前行，全力呵护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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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镇多举措强化防火安全管理

农村所

确保道路“畅、安、舒、美”

市一院：百岁老人 11年的医患情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刘琼琰） 1月 30日

上午，市实验中学教科研处举办中、高级教师职称评定答辩会，为 14名教

师职称晋级打好基础。

参加此次职称评定答辩的教师有马俊甲（高级）、高战锋（高级）等 14

名教师。答辩会上，每位老师都展示了自己的风采，体现了本学科的特色。

他们教态自然、自信昂扬、娓娓而谈、循循善诱、沉稳练达，充分显现了扎实

的教学功底。所有参与教师答辩完毕后，各评委老师一一对他们进行了精

准点评。答辩会要求参加答辩的 14名教师要对本学科的知识架构有一个

全面的掌握，课本与课本、章节与章节的关系要烂熟于心；要时刻关注高考

命题动向，掌握历年高考考点及其在课本中的分布；要了解本学科的核心

素养，知道学生培养的方向。

实验中学开展中、高级
教师职称评定答辩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侯晓蕾） 近日，一位

96岁白肺高龄老人在市人民医院治愈出院的消息在抖音上传开了，家属激

动地将高龄老人奇迹生还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2022年 12月 26日，96岁的患者张某因感染新冠后出现发热、咳嗽、

咳痰等症状，被家人送至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服务集团。经过检查，老人已

经“阳”了，胸部 CT显示双肺呈现“白肺”，面积达到 95%，血氧饱和度明显

降低，面罩吸氧下难以维持，考虑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处于生死一线。因

患者年龄大，且有高血压 3级、糖尿病、低蛋白血症等基础病，医院迅速将

老人送往重症监护病房接受监护治疗。

该院 ICU主任王辉和住院总医师罗正国立即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

并快速制定特有的中药治疗方案，“患者高龄，合并基础疾病较多，呼吸急

促每分钟达 40多次，指脉氧饱和度低至 70%左右，状况不容乐观。”患者病

情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中，低氧、胸片提示感染加重，极易引起低氧血症、呼

吸衰竭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随时会有呼吸衰竭、心搏骤停的危险。医护人

员当即予以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给予抗炎、抗病毒、抗感染、化痰平

喘、营养支持等一系列的对症、支持和稳定内环境综合治疗，护理人员密切

监测呼吸、血氧、血压、神志等情况变化。由于老人年龄大，时而清醒，时而

糊涂，再加上心情烦躁，交流很困难，护士长靳彩娜等护理人员一有空闲就

去巡视，与老人唠两句，老人的心情慢慢放松了，也更加配合治疗了。经过

10天的精心治疗，老人的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各项支持参数逐步下调，血氧

饱和度达到 95%，于 2023年 1月 7日顺利撤机拔管，转入呼吸与危重症病

房继续康复治疗。

在呼吸与危重症病房，经过呼吸科精英团队 8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患者胸闷气急症状逐渐消失，肺部从“一片白茫茫”变为“一丝一缕的白”，

咳嗽、咳痰症状已消失，复查 CT可见“白肺”明显吸收好转，老人的病情终

于迎来了向好的曙光。

“在新春佳节来临前夕，终于把我 96岁高龄的父亲接回家了，一家人

团团圆圆在一起过新年，意义非同寻常。现在我父亲康复得很好，中午暖和

还能出去晒晒太阳，再次对人民医院精湛的医术和医护的精心治疗表示感

谢。”在呼吸内科医生电话回访时，老人的家属激动地说道。

白肺面积达 95%，汝州一
96 岁高龄老人奇迹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