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宠物电梯内便溺，小朋友张贴温馨提示获点赞

业主：犹如炎炎夏日里的一丝清凉

内乡板场掀起捐资助学爱心浪潮

14天募捐 70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

宜 迪 通讯员 曹 英
峰）日前，内乡县板场
乡的一份“捐资助学
倡议书” 在这个偏僻
的山乡掀起一股爱心
潮。 短短 14 天时间，
来自该乡的企业老板
和爱心人士纷纷解
囊，70 万元的爱心助
学捐款已打进了乡财
政所的专设账户。

7 月 23 日，该乡
发出了《助学捐款倡
议书》， 号召本地企
业老板及板场籍爱
心人士进行爱心捐
资助学，并将成立爱
心助学基金会。 倡议
书中明确，积极探索

“政府+爱心企业+贫
困学生”的长效帮扶
模式， 由政府牵头，
向爱心企业宣传推
介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并作为监督见证
方与双方签订一对
一帮扶协议。 同时，
在今年扩大助学范
围，即对今年考上博
士生、研究生、大学
一本、大学二本的板

场籍学生分别资助
8000 元 、6000 元 、
5000 元、3000 元；对
考入专科和内乡一
高的学生每人资助
2000 元、考入内乡二
高的学生每人资助
1000 元；考入其他高
中及中专的学生每
人 资 助 500 元 。
2017、2018 级大学生
亦在接受资助范围
之内，实现对全乡所
有符合资助条件的
学生全覆盖。

捐资助学， 功在
当下， 利在千秋。 倡
议书发出之后， 该乡
很多企业的老板立即
行动， 其他的爱心人
士也加入其中，在 14
天内就已募集到爱心
款 70 万元。“教育是
消除代际贫困的最直
接、最久长、最根本的
有效措施。‘爱心助
学·读书兴家’活动要
持续不断地搞下去，
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
继续接受高中和大学
的教育。”该乡党委书
记李耀武说。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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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内宠物便溺臭味刺鼻，小朋友贴出温馨提示
杜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单元的

电梯轿厢地板上经常有不明液体，
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骚臭味。 由于电
梯内没设监控，不知此为何物，从不
明液体的面积来看， 应该是小动物
的尿液。 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夏季的气味尤其明显。

当日， 杜女士发现自己所住的
1 号楼东单元的电梯口旁边贴了一
则提示：“各位养宠物的邻居：我妈
妈今天花了 40 分钟打扫两个电梯

间，尽管我们家没有养宠物，如果您
的宠物不小心在电梯里便溺， 请您
高抬贵手拿起工具， 把电梯打扫干
净，还给大家一个干爽、无味的电梯
间。 谢谢！ ” 有邻居在提示下面回
复：宝贝，谢谢你妈妈为大家有一个
好环境做出无私的奉献， 美好环境
需要大家共同维护，22 楼住户大力
支持！ 后面还有业主留言：点赞！ 支
持！ 看到这则温馨的提示和邻居们
的点赞支持， 杜女士说：“从字迹看

应该是小朋友写的， 而回复孩子的
业主也很有爱心， 这是炎炎夏日里
的一丝清凉。”杜女士将此拍照发朋
友圈后，大家也纷纷点赞。

杜女士表示， 自己不认识这个
小朋友的妈妈， 但是感觉她为清除
电梯内的异味应该是下了大力气打
扫的， 可能用了消毒水或洗衣液等
洗涤剂，电梯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
今天一进电梯，没有异味了，还有一
股淡淡的清香。

南石医院卒中专用救护车荣获“移动健康先锋奖”
致电 63555555 呼叫“急救战斗机”，市区免费使用

为了更及时服务脑卒中患
者，今年，南石医院在南阳市率
先引进一辆价值 1000余万元的
移动卒中救护车， 车上配置有
CT 等检查设备，5G 网络， 脑卒
中患者可以直接在车上接受静
脉溶栓治疗，相当于把医院搬到
了家门口，医疗界称之为“急救
战斗机”。

“普通救护车接到患者，只
能在车上做普通检查，这台移动
卒中救护车上有 CT， 把检查结
果直接通过网络传输到医院专
家团， 评估出是否可以溶栓，如
果各项指标符合溶栓条件，患者
可以直接在车上开始接受溶栓
治疗。 ”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疗
中心学科带头人、常务副院长石
军锋讲，脑卒中患者，早一分钟

溶栓治疗，也可能挽救 190万个
濒死脑细胞！

脑血管病是我国疾病第一
死亡原因， 脑卒中是最常见的
脑血管病。 据介绍，脑卒中救治
具有极强的时间依赖性。 资料
显示， 一旦人脑的大血管急性
完全闭塞，每延长 1 分钟，就有
190 万个神经元和 140 亿神经
突触丢失或功能损害。 因为传
统的救护车不具备脑卒中专业
救治设备， 我国有 80%的脑卒
中患者不能在发病 3 小时内抵
达医院，98%的患者不能在黄金
时间（时间窗 3.0～4.5 小时）接
受溶栓治疗， 结果留下了可怕
的后遗症。

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讲：
“此次医院引进移动卒中救护

车，是将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引
入南阳，最大程度提速卒中患者
救治时间，减少大脑损害，保护
病人生命。 ”就在前不久，南石医
院引进的这台移动卒中救护车
在上海召开的 2019世界移动大
会上， 荣获移动医疗最高奖，即
“移动健康先锋奖”。

据南石医院脑病重症病区
彭兆龙主任介绍说，此辆移动卒
中救护车装配小型移动 CT、相
关检验设备、监测设备及 5G 信
息化支持系统，是集检查、CT 诊
断、溶栓治疗、监测为一体，被医
疗界称之为卒中救治的“新利
器”“急救战斗机”。

南石医院脑血管病诊疗中
心是河南省重点学科，其诊疗能
力有目共睹，之前，遇到急性卒

中患者， 使用普通的救护车，医
护人员可以在救护车上对疑似
卒中患者完成血压、 血糖测量、
血液标本采集、建立静脉输液通
道等基础检查， 到医院之后，才
能做 CT检查， 判断是否适合溶
栓治疗。 有了移动卒中救护车
后，到院前就能完成全部检查检

验， 并通过 5G网络无缝对接医
院卒中专家团队，获得技术支持
和指导，确诊后即直接在车上对
症治疗，大大缩短了救治时间。

目前，该车已经启用，南阳
市区内全部免费使用，各县按照
普通救护车收费标准， 拔打
63555555，即可使用。 ⑤2

南阳医讯

杜绝不文明乘坐电梯行为，对自己和他人安全负责
随着城市发展， 电梯越来越多

地走进我们的生活， 在享受电梯带
来的便利之余， 一些不文明现象也
在电梯间出现， 给其他乘客和电梯
运行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河南三晟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李显莉表示，在电梯的轿厢顶、轿厢
底、层门地坎的下方，都装有许多机械

部件和电器元件，脏水或其他液体流
到这些地方，很有可能造成部件的锈
蚀，甚至会使安装在这些地方的电器
元件失效，造成电梯“瘫痪”。

李显莉表示， 电梯是公共空间
更是特种设备， 对于乘梯秩序和操
作规范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一
些人在电梯里吸烟、乱扔垃圾，甚至

让宠物在电梯里便溺； 一些人上下
电梯时横冲直撞， 无视先下后上的
乘梯规则； 一些带小孩的家长发现
孩子在电梯中蹦跳、 乱按楼层按钮
不及时制止； 一些人把电动车推进
电梯等， 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有违
社会公德， 也对他人及自己的安全
构成了威胁，应该严格杜绝。 ⑤2

本 报 讯 （记者 王
勇）8 月 5 日， 家住中光
学嘉园的市民杜女士发
现电梯口旁边贴了一张
提示， 希望养宠物的邻
居看护好宠物， 不要让
其在电梯内便溺， 而这
则提示下有业主回复支
持和点赞， 杜女士将此
拍照发朋友圈， 获得网
友们纷纷点赞。 电梯口的温馨提示 宛城广播电台 杜燕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