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1 日 ~12 日，北京宣武医院

疼痛中心教授唐元章受邀到南石医院

坐诊，由于时间有限，患者需提前预约

并做好相关检查。

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以及人

们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长期电

脑操作、伏案工作、玩手机、开车等，导

致颈肩腰腿痛发病率进一步升高并有

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据统计，全球

80%人群患过颈肩腰腿疼，主要表现为

头痛、颈痛、眩晕、肩痛、腰痛、上肢或下

肢疼痛麻木，甚至影响饮食、睡眠，导致

中风偏瘫，严重降低生活质量。

去年，南石医院成为首都医科大

学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示范基地医

院。每个月，北京疼痛专家到院一次

（两天）进行查房、坐诊、手术，受到患

者好评。应部分患者要求，10月 11日、

12 日，南石医院将再次邀请北京宣武

医院疼痛中心教授唐元章到院坐诊，

由于时间有限，患者需提前预约并做

好检查。

唐元章教授擅长：1.颈椎病：颈型

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性眩晕、

颈源性头痛、神经根型颈椎病；2.腰椎

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背肌筋

膜炎，腰椎小关节紊乱症、脊神经后支

痛；3.肩周炎、膝关节病、网球肘、踝关

节炎症等各种关节疼痛疾病；4.三叉神

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舌咽神经

痛、蝶腭神经痛等各种顽固性疼痛疾

病；5.股骨头缺血坏死早期。

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

唐 元 章 教 授 将 坐 诊 南 石 医 院
时间：10月 11日~12日 预约电话：1583871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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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医院疼痛科专家介绍
刘清华：疼痛科（颈肩腰腿痛）主任，主任医师

曾在南京、天津、郑州、沈阳、广州、上海、扬州等地

各大医院疼痛科进修学习，临床经验丰富，对疼痛的常

见病、多发病及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与处理有较高的

诊疗水平，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断和治疗颈椎病、腰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缺血坏死、

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颈肩腰腿痛疾病。对

与脊柱相关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有独到见解，并总结

出一系列独特的治疗方法。在国家级杂志及国内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如《电针为主综合治疗神经

型颈椎病 66例》《牵引、推拿、中药热敷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208例》《中药内服外敷

治疗颈性眩晕 63例》等，“三维正脊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射频靶点热凝

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荣获市科技进步奖，为疼痛科学科带头人。②9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马 哲 通讯员张鸣鸣）10月
7 日，中原银行南阳长江支

行与赵营社区党支部联合开

展了“重阳节 敬老献爱心”

活动。活动邀请到了社区里

200 余名高龄老人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

活动现场，大家围桌而

坐，畅谈他们生活中的点滴，

抒发着对社区关心关爱老年

人的感恩之情。中原银行南

阳长江支行的工作人员为在

场的每位老人送上寓意为

“长命百岁”的礼品套装，祝

福老人健康长寿、笑口常

开。“感谢党和政府没忘记我

们，大家一起过重阳节实在

是太高兴了。”社区老人们纷

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关心社

区建设，发挥自己的余热，为

社 区 的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量。

此次活动的开展，打开

了银地共建党建新格局，树

立了中原银行品牌好形象。

赵营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今后的街道社区工作中，

将把关爱、关心老年人作为

一项长期工作开展下去，切

实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

事、献爱心 ,让老年人共享社

区发展成果 ,安享幸福晚年

生活。②9

浓浓敬老情 爱满重阳节

全媒体记者 蒋宁宇 高文婷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 2019 全媒体

新闻骨干摄影研修班”10 月 11 日～13
日在南阳华宝假日酒店（原格林大酒

店）举办的消息自发布后，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已有 100多家

县市区、市直单位和企业报名参加，不

少新闻摄影爱好者和在校学生也来电

咨询踊跃报名。

本次研修班规格较高、实用性强，

既有国家级、省级新闻摄影专家和南阳

报业传媒集团资深编辑记者，又有视

频、抖音、航拍、手机摄影等全媒体网络

方面的专家，将为广大新闻摄影爱好者

打造一场融媒体时代的新闻摄影盛宴。

授课老师陈更生，是中国摄影家协

会新闻摄影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

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河南省新闻

摄影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河南报业集

团图片总监，曾数次获得“华赛”、中国

新闻奖，是中国十佳青年新闻摄影记

者、河南省首届“金像奖”获得者，此次

他将以全新的视角主讲《全媒体时代新

闻摄影》。授课老师刘建峰，河南省摄

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航拍协会秘书

长、新华社特约摄影师，是中国最早进

入无人机航拍领域的摄影家。刘建峰

和他的飞影航拍拍摄过《好先生》《解

密》等影视作品，他还是《战狼 2》航拍团

队的主飞手，本次主讲《航拍的有关技

巧和方法》。南阳日报社（南阳报业传

媒集团）编委冯兴阁，是全国地市党报

优秀编辑、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南

阳市十佳新闻工作者，本次主讲《消息、

通讯、评论等不同体裁新闻的写作》。

资深媒体人谷雨，是南阳市青年摄影家

协会秘书长、职业摄影师、中国民航局

AOPA 认证无人机超视距驾驶员、河南

省航拍协会会员，本次主讲《视频、抖音

等新媒体的拍摄》。中国金融摄影家协

会会员、中国工商银行摄影家协会理

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蒋红升，从

事新闻摄影工作 40 年，在各类摄影大

赛中数十次获奖，将主讲《手机摄影拍

摄技巧》。

因为人数、场地有限，有意参加此

活动者请速来电咨询报名，并于 10 月

11日上午 12点之前到南阳华宝假日酒

店（原新华西路格林大酒店）报到。

联系人：蒋宁宇 13937755848 高

文婷 13837708838；报名邮箱：nygwt888
＠163.com（或微信号 13837708838）；报

名地址：南阳市七一路 183-1号南阳报

业传媒集团 1号楼摄影艺术工作部 ②9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2019全媒体新闻骨干摄影研修班报名火热——

行业名师授课 注重实战能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扈书峰 马庆

科）近日，南阳市 2019优秀民办培训学

校市民推荐活动颁奖活动在南阳报业

传媒集团举办。南阳市格瑞特教育培

训学校等 12所学校和南阳市佳音英语

培训学校等 7所学校分获“市民最信赖

培训学校”、“市民满意培训学校”称号。

本次活动自 9月 2日启动以来，先后

有 147家具备办学资质、通过年审的民

办培训学校参与网络展示，页面访问量

超过 25万次。网上投票通道开启的 72
小时内，活动共收到 8.4万张有效投票，

结合网络投票结果和专家评审意见，最

终评出 12所“市民最信赖培训学校”、7
所“市民满意培训学校”和 36所“优秀民

办培训学校”。

市民最信赖培训学校（12所）是：南

阳市格瑞特教育培训学校、南阳市佳音

英语培训学校、南阳市示范区琢玉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南阳市示范区达芬

奇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南阳市春晖

教育培训学校、南阳市博文教育培训学

校、南阳市树人艾米丽教育培训学校、南

阳军艺萨克斯艺术培训学校、南阳市示

范区鸿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南阳

市学之纪培训学校、南阳市优佳佳教育

培训学校、南阳市金鼎教育培训学校。

市民最满意培训学校（7所）：南阳

市佳音英语培训学校、南阳市格瑞特教育

培训学校、南阳市示范区天天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南阳市纳博文希望教育培训

学校、南阳市青之苑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南阳市示范区浩谦经典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南阳市示范区多芬培训学校。

南阳市晓雯音乐培训学校等 36所学

校获“优秀民办培训学校”称号。

优秀民办培训学校市民推荐活动

的成功举办，在发挥优质民办培训学校

示范引领作用，助推我市民办教育事业

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家长有效

甄别证照不全、经营不规范的教育机

构，为学生和家长选择优质培训学校提

供了参考。

这些优秀培训学校的办学风采，

下一步将分批次在南阳日报、南阳晚

报、南阳网、政务新媒台、“直播南阳”

云播台、“梅溪视频”云视台等媒体上

进行展示。②9

优秀民办培训学校市民推荐活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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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华 兴）9 月 30 日，市第九人

民医院举行建院 40 周年庆

典暨南阳市康复医院挂牌

仪式。

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前身

是南阳铁路医院。建院 40
年来，医院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发展

老年康复工作，建立医养结

合专科联盟，优化服务，改善

群众就医环境和就医感受，

实现医院转型发展，走出了

具有九院特色的医疗改革新

路子。

当天，南阳市康复医院

的挂牌，标志着市九院的发

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

打造我市领先的康复医学

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医院

综合实力再次提升，实现从

小综合到优势专科医院的

转型，将更好地为全市人民

健康服务。②9

市九院喜迎建院 40周年

城市建设话蝶变
（上接 01版）绿地率 36.2%，

绿化覆盖率 40.22%，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10.38平方米，山

环水绕、绿意盎然、充满活力

的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已 基 本

成形。

而在环境治理方面，谋

划实施了一大批市政设施、

生态建设、污染治理、棚户区

改造等项目。目前，在中心城

区主次道路上共施划临时停

车位 1.2万个。今年以来，新

开工保障房 6610套，改造农

村危房 20446 套，新建改建

公厕 50座，推出了公厕电子

地图、公交一卡通等，切实解

决了一批居住差、环境脏、出

行难、如厕难、停车难、供暖

难、排水难等问题。

今年 1月 23日召开的市

委六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

明确提出，要清醒坚定、

乘势而上，以更加强烈

的争先出彩意识高质量

建设大城市，为南阳未

来发展擘画出了宏伟蓝

图，为奋力谱写中原更

加出彩的南阳篇章提供

了科学路径和行动指南。而

南阳要建设的大城市，是具

有较强吸纳集聚能力和重要

影响力的大城市。当前南阳

正处于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向

大城市迈进的关键阶段。全

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

部正主动迎接挑战、破解难

题，努力用好优势、增创优

势，以实干赢得地位、添彩

中原。

70年风雷激荡、岁月峥

嵘，理想从未因时光流逝而

变老，信念从未因风吹雨打

而动摇。如今，南阳城建再次

发力——围绕着白河之畔的

新城区建设，南阳广大干群正

夙兴夜寐、全力冲刺。一分分

耕耘，一年年积累，一次次更

新，一点点提升，南阳城会更

美，南阳明天会更好。②6

优秀民办培训学校代表合影 全媒体记者 马庆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