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马新峰 王 冰 赵 倩 组版 杜跃东 校对 赵良耿 2020年 10月 16日 星期五 时事04

全国14位中医名家10月18日坐诊南石医院
时间仅半天，预约专线：13937797039

他是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肝病重点学科后备学科带头人，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擅长

经方治疗中医内科疾病，中西医结合

治疗慢性肝病及消化系统常见病等。

他是平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人，

擅长治疗骨关节疾病、颈肩腰腿痛、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骨质疏松及创伤后

遗症等骨伤科疑难杂症。

他是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成员，

“仲景国医传人”精英班学员，擅长中

西医结合诊治帕金森病、失眠、头痛、

头晕、记忆力减退、中风、高血压、冠心

病等老年内科疾病。

…………

10月 18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

14名中医专家大腕儿带着自己的“独

门绝技”齐聚南石医院门诊，为南阳

百姓健康把脉问诊，涉及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康复科等多个领域，望广

大市民提前预约，时间仅 18日上午半

天。

专 家 简 介

韩雪：主任中医师，医学硕士，研

究小儿呼吸、小儿神经系统疾病。擅

长经方治疗小儿咳嗽、哮喘、难治性肺

炎、反复呼吸道感染、长期发热、急慢

性腹泻、腹痛、紫癜、抽动症、癫痫、周

围神经损伤、各种脑炎脑病恢复期、遗

尿、类风湿性关节炎、性早熟等儿科常

见及疑难疾病。

郭珈宜：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平乐郭氏正骨第八代传人，从事中医

骨伤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二十余年，

擅长治疗骨关节疾病、颈肩腰腿痛、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骨质疏松及创伤后

遗症等骨伤科疑难杂症。

李彦杰：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河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中 医 康 复 学 科 带 头

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继承人，擅长运用中医康复治疗

多种疑难疾病。

马仲丽：医 学 硕 士 ，副 主 任 中 医

师，临床上针药并用，擅长治疗痛症、

失眠、胃肠疾病、乳腺疾病、妇科病和

不孕症。

赵彦青：教授，医学博士，全国名

老中医工作室成员，主要从事脑病及

老年内科疾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擅

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帕金森病、失眠、头

痛、头晕、记忆力减退、中风、高血压、

冠心病等老年内科疾病。

唐华伟：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在

多年的中医临床实践活动中，唐教授

在《黄帝内经》理论的指导下，采用针

灸和药物相结合治疗慢性疾病和疑难

杂症，总结并设计了一整套以扶正排

毒为主治疗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技

术方案，在临床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刘光伟：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肝病重点学科后备

学科带头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术

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创新

骨干人才，擅长经方治疗中医内科疾

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肝病及消化

系统常见病。

孙红：主任医师，擅长治疗不孕

症、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征、反复

性流产、妇科炎症、痛经、绝经综合征

等妇科疑难杂症的诊治。

李广：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全国

第四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曾跟随

全国名老中医毛德西、李发枝和唐宋

教授学习，擅长治疗失眠、眩晕、头痛、

中风、痴呆等脑血管疾病和内科疑难

杂症。

周向阳：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国

家卫健委“十二五”规划教材《西医内

科学》副主编，擅长用中西医结合全息

方法诊治内儿妇科常见病、疑难病，疗

效好。擅长治疗发热、咳喘、腹泻、中

风、失眠、头痛、颈肩腰腿痛、肝胆胃肠

病、肾病、结石症、甲亢、肿瘤、痤疮、神

经精神病，月经带下乳腺病、不孕不育

症、男科病，尤其在高血压、心脑血管

病、糖尿病、肥胖病、癌症等疾病诊治

中有独特方法。

闫奎坡：医学博士，留学博士后，

擅长结合国际最新研究进展采用中西

医结合诊治冠心病（心肌梗死、难治性

心绞痛等）、心力衰竭（顽固性心力衰

竭、扩张型心肌病等）、高血压（高血压

急症、高血压危象、顽固性高血压等）、

心律失常（各种室性早搏、房早、房速、

房颤等）等心血管疾病。

李伯群：主 任 医 师 、教 授 ，在 内 、

外、妇、五官、骨伤、神经、康复、肿瘤等

多科的治疗上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独特的治

疗方法，如肺炎、气管炎、过敏性鼻炎、

慢性胃炎等。另开展有小针刀疗法、

穴位埋线疗法、耳穴压豆法、放血疗

法、针灸疗法、穴位注射、拔罐等治疗

方法，治疗各种疾病，临床也取得很好

的疗效。

陈丽平：医学博士，从事临床、教

学、科研工作 10年，擅长经方和时方合

用，重视舌诊和脉诊，能熟练运用中

医基础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在运用中

医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痛、腹

痛 、 反 胃 、 吐 酸 、 痞 满 、 呕 吐 、 呃

逆、泄泻、便秘、肠痈和呼吸系统疾

病，如感冒、咳嗽、发热、哮病、喘

病、肺胀、肺瘘、肺痈、失音、鼻渊

等方面效果显著。对于中医内科、妇

科、儿科常见病强调脏腑辨证和气血

津液辨证，注重养生观念树立与中医

药治疗相结合，疗效客观。

王春霞：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治

疗内科、儿科、妇科等病症，特别对冠心

病、心悸、眩晕、中风、失眠、长期发热、

浮肿、脾胃病及儿科消化不良、腹泻、支

气管炎和妇科月经不调、带下病等疑难

杂症有独特研究，疗效显著。②7

近日，媒体曝光的一批台湾间谍窃密案件

引发社会关注。这批案件的破获，是国家安全

机关组织实施的“2020—迅雷行动”的战果之一，

也是继“2018—雷霆行动”之后，国家安全机关针

对台湾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

击。

这些案件中，有的是“台独”势力为捞取政

治资本插手香港事务，煽动蛊惑、刺探情报；有

的是“台独”分子在海外造谣丑化祖国大陆形

象，挑拨离间祖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为

台湾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还有的是间谍

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掩护非法，或潜入学术

会议，或结交相关人员，堂而皇之替台湾间谍情

报机构套取情报。

据统计，此次“2020—迅雷行动”共破获数百

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打掉多个台湾间谍情报

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从

“2018—雷霆行动”破获的百余起，到今年的数百

起，案件数量快速攀升的背后，是岛内“台独”分

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反华势力的疯狂举动。

近年来，台湾情治部门已日益沦为民进党

当局党同伐异、铲除异己、推动“台独”路线的工

具。对内，从所谓的“国安五法”到“反渗透法”，

民进党当局大搞“绿色恐怖”，不断以各种方式

威胁、恐吓，甚至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

众，限缩、打压两岸正常交流交往；对外，勾连外

部势力的小动作不断，沦为任人摆布的牵线木

偶，只为换取美西方一时的怂恿和支持。

“台独”是绝路一条，为虎作伥者更不会有

好下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任何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

将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势力的种种行径，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注定不会得

逞，其结局只能是粉身碎骨、身败名裂。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无论那些“台独”势力使出什么谋“独”花

招，都只是徒劳；无论他们与外国势力如何勾连表演，都无法改

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

创造广阔空间，但我们绝不给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

任何空间。我们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会认清“台独”势

力包藏的祸心，坚守历史正道和民族大义，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美好未来。②7 （原载 10月 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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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览

●习近平同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

昂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周年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文章《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我国森林旅游产

业规模快速壮大，已成为林草业重要

支柱产业和极具增长潜力的绿色产业

●为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多部门联合于 10月 15
日至 11 月 14 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2020年金秋招聘月”活动 ②7
（均据新华社）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上接 01版）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

济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横跨韩江两岸，

风格独特，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

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习近平沿桥步行，察看桥亭、浮桥，眺

望韩江两岸风貌，了解桥梁历史文化

特色，听取广济桥修复保护情况介

绍。习近平强调，广济桥历史上几经

重建和修缮，凝聚了不同时期劳动人

民的匠心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科

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

标志。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开

发，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要抓好韩

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江秀水长清。

牌坊街是潮州市的文化地标之一，

23座古牌坊连接起 51条古街巷。习近

平沿街步行，了解潮州市修复保护历史

文化街区、打造优秀传统文化集结地等

情况，并走进街边商铺，同店员、顾客热

情交谈，向他们询问复商复市怎么样、

生产生活还有什么困难等。习近平指

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基本恢复，但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还很大。要继续

严格执行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

最终战胜疫情而共同努力。

离开牌坊街，习近平来到潮州三

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50 年

来，这家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推动

产业升级，在电子元件、先进材料研发

和生产上走在行业前列，一些产品产

销量位居全球前列。疫情期间，企业

在坚持严格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复

工复产，产销量实现了逆势上扬。在

公司展厅，习近平察看特色产品展示，

详细询问产品应用、技术优势、市场销

售等。他还走进实验室和生产车间，

了解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推动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等情况。习近平强调，自主创新是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聚焦国内

短板产品，在自主研发上加倍努力，掌

握更多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增强企业

竞争和发展能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

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

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大家要深刻领会党中央

战略意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主

战场中选准自己的定位，发扬企业家

精神，推动企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为国

家作出更大贡献。

13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汕头市小

公园开埠区考察调研。汕头自 1860年
开埠以来，见证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屈辱

历史，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

的发展历程。习近平走进汕头开埠文

化陈列馆，了解汕头开埠历史和经济特

区发展成就，听取汕头市下一步发展规

划情况汇报。习近平指出，汕头经济特

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

之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条件、

要求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希望汕

头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思考谋划，拿出

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来，路

子对了，就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久久为功。要充分利用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找

准定位，扬长避短，以更大魄力、在更高

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经济特

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具有潮汕侨

乡特色的侨批文物馆。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将连带

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

内，这些“侨批”成为研究近代华侨史

的珍贵档案。习近平听取侨批历史和

潮汕华侨文化介绍。他强调，“侨批”

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

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

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

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

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

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

会加强诚信建设。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是目前我国

保存最完好的开埠区之一。呈环形放

射状格局的街道上，建有大片骑楼

群。习近平步行察看街区风貌，听取

当地开展开埠区修复改造、推进历史

文化街区保育活化等情况介绍。习近

平强调，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越是这样越要加

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在加强保护的

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

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

新的活力。要引导人们认识到汕头经

济特区的今天来之不易，从中感悟党

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越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当地群众和游客们见到总书记来

了，争相围拢上来向总书记问好。习

近平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幸福。他

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

设同大批心系乡梓、心系祖国的华侨

是分不开的。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

心愿。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

我特地来汕头经济特区考察调研，就

是要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

路，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希望乡亲们携手努力，共

同奋斗！③4

国产超大直径
盾构机调试下线

近日，由隧道股份上海隧道

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超

大直径盾构机“骐跃”在上海浦东

成功调试下线。“骐跃”整机总重

约为 3200 吨，总长约为 99 米，其

中主机长度约为 16米，刀盘切削

直径达 14.05米 ②7
新华社 发

（上接 01版）准确理解把握政

治巡察内涵要求，紧盯目标

任务，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提

升监督质效，从严抓好整改

落实，坚定不移推动全市巡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

巡察工作规范化建设和巡察

队伍建设，突出政治建设，增

强斗争本领，严格落实组长

负责制，加强队伍管理，严明

纪律作风，将依规依纪依法

贯穿巡察各环节全过程，夯

实我市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

经市委批准，本轮巡察对

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

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市委政法

委员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市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市委老

干部局、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市政协机关、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政府驻郑州办事

处、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等 14
个单位开展常规巡察；对市农

业农村局、水利局、林业局、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

运输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

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官庄

工区、鸭河工区等单位，以及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宣传

部、政法委和县（市、区）农业

农村局、水利局、林业局、生态

环境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交通运输局、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局等单位，开展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察。

市委各巡察组将于 10 月

21日开始进驻，现场巡察时间

45天左右。③4

六届南阳市委第十三轮巡察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