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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爱国情·奋斗者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市年票办市年票办、、各县区旅游局各县区旅游局、、旅行社均有发售旅行社均有发售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6339556663395566 网址网址：：www.nylynp.cowww.nylynp.comm

南阳旅游年票南阳旅游年票808080 元元元
有效期有效期 1313个月个月，“，“五一五一”、“”、“十一十一””及冬季森林及冬季森林

防火闭园期暂停使用防火闭园期暂停使用。。

((广告广告))

南阳市总工会全力

打造职工婚恋交友服务

品牌，将于今年 8月 3日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相约在七夕·牵手

共筑梦·建功新时代·为

爱要行动”单身职工婚

恋交友大型公益联谊活

动，注册报名请到南阳

市总工会二楼职工鹊桥

服务中心或登录豫工惠

婚恋 APP平台。

报名电话：

63509066
63507691

千里姻缘工会牵
幸福鹊桥工会建

本版编辑

田 巍 韩 冰

实习生 李鲲鹏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在医疗联合

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

知》提出，推进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多

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医联体建设过程

中，不得变相地取消、合并中医医院，

不得改变其功能定位，不得以各种理

由在事实上削弱中医医院建设。

通知提出，着力推动县级中医

医院在县域内牵头组建紧密型医

疗卫生共同体。推动“医共体”内

服务能力共提、人才梯队共建、健

康服务共管、优质资源共享，整体

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县域

“医共体”成员单位所覆盖的患者

可自由选择就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加大对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

县域“医共体”建设支持力度。

通知特别强调，人口较少、县

级中医医院能力较弱、确需只组建

成一个“医共体”的县域，要向省级

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已经只组

建一个“医共体”的县域，中医医院

法人资格保持不变，确保中医医院

性质、名称、功能定位不变，人员编

制、床位数总量不减。

通知还提出，鼓励组建由三级

公立中医医院或代表辖区内中医

医疗水平的中医医院牵头，其他若

干家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护理院、康复机构等为成员的

城市医联体。⑥2

两部门发文——

整体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在 29日举行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消防部门与

消 防 行 业 协 会 、中 介 组 织 彻 底

脱钩。

据尚勇介绍，近日印发的《关

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中提

出了消防执法改革 5个方面 12项
主要任务，将严格执法队伍管理。

除了消防部门与消防行业协会、中

介组织彻底脱钩外，还将制定消防

人员职业规范，明确消防人员及近

亲属从业限制，严格落实回避制

度；现职消防人员一律不得在消防

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兼职（任职），

离退休人员在消防行业协会兼职

（任职）的，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且不得领取报酬；消防部门管理的

科研、认证机构一律不得开展与消

防执法相关的中介服务。

“消防执法改革要坚持问题导

向、源头治理，从社会反映强烈的

消防执法突出问题抓起，全面改革

消防监督管理工作，从源头上堵塞

制度漏洞、防范化解风险。”尚勇表

示，根据意见，将坚持公开透明、规

范有序，健全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

为、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

加强执法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接受社会和人民的监督。⑥2

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防范化解风险——

消防部门与消防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彻底脱钩

据新华社郑州 7月 29日电 由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和河南省省

立医院联合发起“让肿瘤患者医路

有爱”贫困救助项目于近日启动。

凡符合救助条件的肿瘤患者均可

申请 8000元救助资金。

这次启动的贫困肿瘤患者救

助项目，计划于 2019 年 8 月至 12
月救助 500 名贫困患者，具有贫

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军烈

属及残疾人证明的家庭成员，或

因患肿瘤长期、多次治疗因病返

贫的患者，均可申请人民币 8000

元的救助资金。

符合救助条件的肿瘤患者可

通过两种渠道申请救助，一是经所

在县 (市、区)红十字会获得救助资

格，再由省红十字基金会将救助名

单通知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河

南省省立医院，医院按照名单初审

后，通知病人到院就诊，经专家会

诊、制定治疗方案后，安排住院治

疗；二是直接到河南省省立医院报

名就诊，可先行安排治疗，再按程

序到当地红十字会补充相关手

续。⑥4

我省启动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日

前，由中宣部支持指导，文化和

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

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编纂项目第三批图书正式出

版发行。本次出版图书包括 《荀

子》《楚辞》《论衡》《史通》《贞

观政要》 5种。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

纂项目秉持“激活经典、熔古铸

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的编

纂目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

表性的典籍，力邀相关领域造诣

深厚的专家学者以当代眼光审视

并深入浅出解读，寻求优秀传统

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

度契合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次出版的 5 种图书的解读

人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复旦

大学教授邵毅平、扬州大学教授

王嘉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研究员谢保成。为保证图书

编纂质量，每部书稿都经过提交

样稿、样稿审读、初稿审订、解

读人修订、审订组长复审等环

节，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多轮审

订，在编纂工作办公室收到“达

到出版要求”的意见后，才提交

出版社，进入编辑流程。

截至目前，“中华传统文化百

部经典”已出版图书 20 种。据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

作办公室介绍，按照工作规划，

2019 年底前力争再出版 10 种图

书。届时出版总数量将达到 30
种，部分科技类典籍解读图书也

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解读传统文化 创新传承经典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第三批图书出版

本报讯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

开展的 2019南阳“最美医生”评

选活动，经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

位推选，评审委员会评审，2019
南阳“最美医生”20名候选人已

经正式产生，今日开始投票。

南阳“最美医生”评选旨在

树立广大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良好社会形象，增

进社会各界对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本次投票分为报纸投票和

“微信”投票。报纸投票刊登于

今天本版，“微信”投票时间为 5
天，通过微信公众号“南阳网”，

点击菜单“最美医生”即可参与

投票，投票时间为 7月 30日零时

至 8月 3日 24时。

投票规则为：报纸投票可勾

选 10人，多选和复印无效，报纸

选票邮寄地址为中州路 363 号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 3楼 307室闻

彬收。微信投票，每个微信号投

票期间有一次投票机会，可同时

为 10名候选人投票。⑥2
（闻彬 李璐晔）

2019南阳“最美医生”评选开始投票

□丁亚莉 南阳市眼科医院

□马 锐 南阳市张仲景医院

□王付湘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王欣昌 南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王保龙 淅川县人民医院

□刘 海 南阳市中医院

□江秀慧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苏爱峰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元盈 新野县人民医院

□李艳丽 镇平县人民医院

□杨 俊 西峡县人民医院

□张 鸥 南阳医专一附院

□张宗德 南阳市口腔医院

□张继中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秀林 南阳市骨科医院

□金文波 南阳市中心医院

□赵爱丽 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郭志钦 唐河城郊乡卫生院

□郭松杰 方城独树镇卫生院

□崔建生 南召县人民医院 ⑥2

2019南阳最美医生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路网建设启动
两条道路开建

本报讯 （记者扈 玲 张冬梅
通讯员熊运彬）7月 29日，卧龙区谢

庄镇康营至王村乡罗冢公路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正头顶烈日加紧施工。

这是卧龙区集中开展公路建设，畅通

路网，服务群众出行的一个剪影。

卧龙区委、区政府把谢庄镇康

营至王村乡罗冢公路、小寨至靳岗

公路等道路建设作为全区年度重大

项目，纳入目标考评。日前，谢庄镇

康营至王村乡罗冢公路、小寨至靳

岗公路已正式开工建设。

谢庄镇康营至王村乡罗冢公路

项目南连龙升大道，与即将开工的

北外环相交于磨山山南脚下，北接

X022四赵线及省道 329线（规划的

二广高速潦河坡出口连接线），全

长 15.77 公里，计划于 2020年 2月
10日完成建设任务。

小寨至靳岗公路项目起自龙王

沟风景区 X006线路口，止于靳岗街

道北处并与原有沥青路相接，全长

22.673公里，建成后将与龙祥路并

行，成为中心城区与麒麟湖区联系

的纽带，计划于 2019年 12月 5日完

成建设任务。⑥4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记者见到刚刚获得第 23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的杨晓玲。连续加

班之故，她的脸上起了痘，挂着黑眼

圈。“我非常普通，尽职尽责而已。”

杨晓玲说。

以身试“针”练功夫

今年 37岁的杨晓玲是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在

科里，她的外号叫“杨一针”，只要她

拿起针管，再细小的血管都能“一针

到位”。

2002年，杨晓玲刚参加工作时，

给一名 6岁的白血病儿童打针，但孩

子坚持不让她打：“你是新来的，扎

不准。”在学校学习多年基本功的杨

晓玲坚持给孩子打，结果针头刺进

皮肤，却没有扎到血管……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让我明

白自己离优秀护士差很远。”杨晓玲

说。自那以后，她开始在自己身上和

指头上寻找细小血管练习扎针，一针

扎不准就接着扎，疼了，咬牙忍着，流

血了，拿棉签擦一擦。她说：“不亲自

体验，怎么知道孩子疼不疼？”

久而久之，她成了有名的“杨一

针”。“给孩子打针要快速进针，角度要

放低，这样可以减少痛感……”杨晓玲

跟记者分享经验。“都是当妈的，谁也

不想自己的孩子受疼受累，要设身处

地为患儿着想，基本功必须过硬。”

为了救治更多的早产儿、危重

新生儿，她刻苦学习和掌握各种新

业务、新技术。由她牵头开展的早

产儿 PICC置管、脐静脉护理、有创血

压监测、发育支持性护理等技术目

前均处于自治区领先地位。 2016
年，她又在院领导、科主任的支持和

带领下，创建了我国西部第一家母

乳库和早产儿诊疗中心。

寸步不离护婴儿

工作 18 年来，杨晓玲护理过的

患儿超过 3万人。

2013年，一名怀孕 27周的蒙古

族牧民因胎膜早破而早产，孩子出

生后的体重只有 800克，出现了重度

窒息缺氧，全身发紫，哭声微弱。杨

晓玲带领护理团队进行紧急处理，

经过 50多天的救治和护理，小生命

奇迹般活了下来。

几乎同时，一位孕 26周出生、体

重 600 克的早产儿也住进新生儿

科。最忙时，她寸步不离婴儿，一天

里只休息两三个小时。这名婴儿成

为内蒙古自治区目前最小早产儿成

功抢救的范例，创造了生命奇迹。

18年间，杨晓玲为“别人家的孩

子”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爱心，但无

暇照顾自己孩子和家人。她内疚地

说：“我不是称职的女儿和母亲。”

用心服务塑医德

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

中，三分之二都是“90 后”。身为护

士长，杨晓玲很大的责任是带好这

支青年队伍。

记者采访了解，一位护士在用

酒精擦拭患儿皮肤后，没有按照

规定“皮肤待干 20 秒”，就为患儿

扎了针。杨晓玲发现后，不仅当

面批评她，让她写检讨，还开会进

行通报。

“保证患儿的健康，必须有铁一

般的纪律。”杨晓玲说。在她看来，

护理属于“无陪人制”工作，全凭护

士的医德，不管别人看得见、看不

见，都要用心服务。

护士侯国芳说：“护士长在工作

中不讲情面，私下十分贴心。”一次，

杨晓玲在与一名护士交谈时，得知

这位护士连续几天夜班，自家婴儿

晚上哭闹不停，杨晓玲赶忙给她倒

成了白班。

多年来，在杨晓玲的带动下，科

里又有了“张一针”“王一针”……新

生儿科被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授

予“青年文明号”荣誉。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激励，

更是鞭策，我要带领团队继续奋斗，

做合格的白衣天使。”⑥2
（据新华社）

情牵 3万名新生儿的“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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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空气质量排名（7月21日~27日）

13县市区空气质量排名（7月21日~27日）

（数据来源：市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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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建立“美德银行”，对村民行为规范和表现情况以计分的形式进

行每月综合评分，并将每户每月得分存入“美德银行”卡，年终进行总评表彰。图为获得月评优秀的

村民在领取鼓励纪念品 ⑥2 新华社 发

美德
银行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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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投
票

●我国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干预政务村务，不得利用教法干预司法、干

预婚姻、干预群众生活

●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

教育制度的活动

●买卖宅基地或宅基地改建宗教场所违反《土地法》

宗教政策法规宣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