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勇 刘 婕）
3 月 24 日上午，市民李继东、李继
民一起来到南石医院，向该院重症
医学科全体医护人员表达感谢：
“谢谢你们， 从死神手里救回我们
兄弟的生命。 ”

李继国今年 46 岁，平时不太
喜欢运动，而且喜欢吃肥肉，由于
近段时间一直宅在家中， 2 月
29 日， 他在家中昏迷， 呼唤无回
应，呼吸微弱，家人赶忙将他送到
南石医院。

该院主治医师沈江宜了解到
李继国身体肥胖、 患有血压高、且
服药也不规律， 通过头颅 CT 检
查，发现其脑干有大量出血，已经
出现脑疝症状，如果不及时进行治
疗会危及患者生命。在与患者家属
沟通以后，医院立即开辟救治绿色

通道。由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杨
荣刚给患者实施脑干立体定向血
肿抽吸引流手术，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紧张手术， 在其颅内吸出 10 毫
升暗黑色血肿。由于患者处于深昏
迷状态，且有吸入性肺炎、右侧肢
体偏瘫，病情危重，患者术后被送
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治疗。

在该院重症医学科期间，该科
全体医护人员尽心尽力， 经过 25
天的科学施治，目前李继国生命体
征平稳，已由深昏迷状态转入浅昏
迷状态，离苏醒也越来越近了。

从疫情防控一线返回的该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天才说， 脑干
出血量在 10 毫升以上的患者，不
做手术的情况下 100%死亡 ，患
者现在情况还不错， 期盼他尽快
苏醒。 ⑤2

南石医院开辟绿色通道救治危重病人

患者好转 家属致谢

南召县开展森林防火专项大督查

多措并举 杜绝隐患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通讯员

杜丰）清明节将至，野外用火频繁，
火险等级极高，针对森林防火的形
势严峻，南召县林业局适时抽调人
员组成 15 个督导组，在 3 月 21 日
至 4 月 5 日期间， 对该县 15 个乡
镇进行森林防火专项大督查。

各督导组每天准时进入分包
乡镇，逐村实地开展防火督查。 重
点督查各乡镇领导带班值班情况、
防火宣传、物资储备及人员在岗在
位情况，确保宣传、人员、物资三到
位，严禁漏岗脱岗现象发生。 高火
险期间，督导组逐村督查公益林护
林员、生态护林员、天保护林员履
职尽责、巡山护林和佩戴标志等情
况，并实地集中点验，对未按规定
到岗巡护的，当场予以解聘，并报

县林业局公益林办执行；点验乡镇
两支半专业消防队是否集中签到
备勤， 对未按要求值班备勤人员，
当场予以辞退， 重新选聘人员，并
报林业局防火办备案。

为严控火源， 做好源头管理，
督导组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固定一
辆森林防火宣传车，高密度、全天
候对辖区森林火灾易发、多发区域
进行不间断森林防火宣传；乡镇主
要街道、林区悬挂过街吊挂不低于
20 幅， 同时利用校信通系统对每
个学生及家长进行森林防火宣传，
严控野外用火；重点村迅速增设临
时防火检查站， 达到每村 1 至 2
个， 对进山入林人员进行盘查登
记，对携带火种的一律收缴，严格
火源管控，杜绝火灾隐患发生。⑤2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谢文艺）日前，方城县释之街道组
织驻地的 14 名市县人大代表深入
辖区韦庄、 龙城等 8 个村街社区，
开展丰富多彩的帮扶活动。

防疫知识宣讲进农家。 围绕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要求，人大代表全身
心投入，带头进村入户，通过“小喇
叭”广播、“小讲座”宣讲队、“流动
宣传车”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知识，提升群众的知
晓率，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民情恳谈进农家。人大代表们
深入龙泉、顺城等村街社区的农户
家中，就上学、就医、就业、农产品
销售等问题促膝交谈，做到既问事
又交心，用真心换真情，广泛征求
民意。

技术培训进农家。该街道人大
牵头，邀请县农业科技专家、配合
街道农办工作人员对 63 户贫困户
就春耕备播进行专题培训，提高群
众致富技能， 着力培养一批有知
识、懂技术、擅技能的“田秀才、土
专家”。 ⑤2

方城县释之街道人大代表

“三进”农家 真情帮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推荐工作启动

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一线人才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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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蕊）3
月 25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南阳市 2020 年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的推
荐工作启动， 申报截止日
期为 4 月 17 日，逾期将不
再受理， 视为自动放弃推
荐资格。

我市 2020 年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人员重点选拔
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
在一线专业技术和高技能
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业
绩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
人才。 其中，专业技术人才
需在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
具有高级职称，近 5 年来取
得的业绩、 成果和贡献突
出， 并得到同行专家的认
可；高技能人才需长期工作

在生产服务岗位第一线，技
艺精湛，贡献突出，一般应
为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一级）或具有相应高级职业
技能水平。

推荐工作需围绕国家
和省市重大战略、 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聚焦“中国
制造 2025”“人工智能”
“大数据” 等产业和行业，
进一步突出需求导向和
“高精尖缺” 导向。 杜绝
“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
唯奖项”等倾向，切实将那
些长期辛勤工作， 在一线
专业技术和高技能工作岗
位上取得突出业绩、 作出
重要贡献， 且为同行和社
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
高技能人才选拔上来。 今

年，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医疗救治一线工作的
优秀人才、 非公有制单位
和长期扎根基层一线、贫
困地区的优秀人才， 同等
条件下要优先推荐。

本次推荐工作开展情
况及人选质量， 将纳入我
市高层次人才选拔推荐工
作考核范围， 作为今后各
项选拔推荐工作部署和指
标分配的重要依据。 具体
要求和有关表格请从南阳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
站“业务直通车”专栏中的

“专业技术人才”版块查阅
和下载。 受理推荐材料时
间为 4 月 17 日前，如超出
时间报送，将不再受理，视
为自动放弃推荐资格。⑤2

本报讯（记者 王勇）
“你好！我捡到一捆新报纸，
估计是投递员不慎遗失的，
能帮忙联系他们吗？ ”3 月
25 日 6 时 52 分，记者突然
接到一位热心人的求助信
息，一骨碌爬起来开始打电
话联系投递工作人员。

当日一大早， 南阳市
第二十八小学教师程玉燕
在医圣祠街捡到一捆新报
纸， 她发现这捆报纸中有
《南阳日报》《南阳晚报》
《南都晨报》， 看日期是当
天的报纸， 估计是投递员
不慎遗失的。 由于夜间刚
下过雨， 报纸上沾了些雨
水。 看看左右无人，程玉燕
只好把报纸放到电动车车
篓中带回。 回到家后，她回

想起曾与记者联系过，便
急忙翻找通讯录， 与记者
取得联系。

接到程玉燕的求助信
息后， 记者急忙联系报社
发行部门， 随后与南阳日
报发行部副主任陈勇取得
联系。 陈勇非常感动，表示
将立即赶往程玉燕所住的
小区。 在得知记者已经联
系到报社投递人员后，程
玉燕把报纸放在小区大门
口门卫室， 并嘱托门卫工
作人员把报纸转交给投递
人员。

7 时 33 分， 记者
和陈勇及南阳日报东
关发行站站长周阳赶
到程玉燕所住的都市
兰亭小区。 经确认相

关信息后，小区门卫将报纸
交给了陈勇。记者和陈勇联
系程玉燕，希望向她当面致
谢， 被其婉言谢绝。 她说：
“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想
着投递人员肯定很着急，能
及时让邮件重回投递员手
中，我也感到很高兴。 ”

微评论：举手之劳，温
暖他人，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 类似的事情其实在我
们身边比比皆是， 只是需
要一点耐心、一点热心，这
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小事，
却能温暖我们的胸膛。 ⑤2

捡到一捆新报纸，热心教师求助本报

记者帮忙 报纸重回投递员手中

报纸重回发行人员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