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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脑卒中疾病高发。11月 18日，记者在南石医

院脑病重症科看到，病房里“一床难求”，连走廊里也加

满了病床。该科主任彭兆龙表示，脑卒中具有高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而冬天脑卒中的发病率

要比夏天高很多。目前该院已进入全年卒中病人的收

治高峰期。从去年到今年的数据来看，该院收治脑卒中

患者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南石医院在我市的脑卒中诊治与卒中中

心建设工作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该院拥有移

动卒中救护车，大大缩短了脑卒中患者的救治时间，

已经有数百名脑卒中患者因此受益。

冬季易发脑卒中
防寒保暖重预防

为什么冬季易发脑卒中？彭兆龙

主任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解释：随着天

气由凉转寒，人体受到冷空气刺激

后，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全身毛细

血管痉挛性收缩，血液循环的外周阻

力加大，左心室和脑部负荷加重，引

起血压升高。这个时候，血小板也易

于凝集而形成血栓，并导致内分泌系

统失调，体内儿茶酚胺等化学介质分

泌增加，血液黏稠度加大，血凝时间

缩短，进而促使血压再次增高和血栓

再度形成。现在中老年脑卒中患者较

多，由于中老年人生理机能减退，对

外界环境变化适应性降低，所以容易

导致脑卒中发生。

救治卒中患者
时间就是大脑

“我不应该把母亲送到镇上耽误，

应该直接来南石医院。”张先生说。他

的母亲今年 62岁，正在吃饭时，碗从手

里掉落，10分钟之后进入浅昏迷状态。

他迅速把老人送往乡镇卫生院，然后又

转往南石医院，结果错过了最佳溶栓

期，虽然经过半个月治疗，但走路仍然

有“画圈”的现象。

“脑卒中有黄金 4.5小时治疗期，就

是从发病开始算起，4.5小时内进行溶栓

治疗，患者基本不留后遗症。”南石医院

常务副院长、脑血管病诊疗中心学科带

头人石军峰说，“脑卒中也叫中风，对于

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大脑’，因为

每延误 1分钟，将有 190万个脑细胞死

亡。因此，患了脑卒中，千万拖不得，一

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会出现偏瘫、失

语，甚至死亡。”

学习识别脑卒中
把握最佳治疗期

及时治疗的前提条件是先学会识

别脑卒中 （中风）。其实，脑卒中是可

预防、可干预、可治疗的疾病。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冠心

病、心房纤颤等都是引发脑卒中的危

险因素。积极筛查和控制危险因素，

及早采取干预措施，就能够有效遏制

脑卒中的发生。

虽然脑卒中发病急，难以预测，

但很多患者在发病前还是会出现一些

早期症状，像突然眩晕或者头痛突然

加剧，视物不清，单侧肢体麻木，哈

欠多，恶心呕吐嗜睡，走路不稳，失

去平衡，喝水、吃东西突然呛得很厉

害等，这些都可能是脑卒中的先兆，

要引起重视，及时联系医生。

对脑卒中患者而言，时间就是大

脑。在急救车到来之前，应平躺或侧

卧，头部歪向一边，避免呕吐物堵住呼

吸道，不要急于扶起病人，也不能随便

给患者喂食药品，应静待救护车到来。

移动卒中救护车
大大缩短救治时间

2019年 5月，为了让患者得到快

速有效治疗，南石医院开始启用价值

1200 万元的移动卒中救护车。目前，

该救护车已经让数百名脑卒中患者受

益。其中年龄最大的患者 94岁，在移

动卒中救护车上治疗后，身体得到有

效康复。

移动卒中救护车上配备有小型移

动 CT，相关检验、监测设备及 5G信息

化支持系统，所有检验结果都可以通

过网络传输到医院，是集检查、CT诊

断、溶栓治疗、监测为一体，被业界

称之为卒中救治的“利器”，可以极大

缩短救治时间，减少脑卒中患者大脑

损害，护佑患者生命。

南石医院针对移动卒中单元如何有

效快速救治急性脑卒中，探索制定了一

系列的制度及流程并向全国推广，同时

设立 24小时爱心急救电话 63555555，为
急性脑卒中患者服务。②11 （陈丹丹）

警惕！脑卒中脑卒中““猛于虎猛于虎””
别怕！南石医院防治有办法南石医院防治有办法

南石医院脑病重症科全体医护人员

南石医院脑卒中救护车

抓好抓好““两委两委””换届换届 夯实基层基础夯实基层基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赵 洋 特约

记者董振万 通讯员谢彦乐）村干部选

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幸福与

否。方城县成立了由组织部、宣传部、

审计局等部门组成的“一办五组八个专

班”，近日赴乡镇（街道）澄清底子、找准

问题、把握重点难点、制定有针对性的

措施，坚决打好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前

哨战。

实施“摸底调研”先行，精准摸清

村情选情。该县处级领导干部带头

联村，乡镇包村干部一线攻坚克难，

对全县每个村（社区）“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进行全程跟踪指导，落实“四

个必谈”和“四个摸清”，围绕“进、退、

留、转”做好各类人员思想政治工作，

确保思想稳、大局稳。

对后备人员参选资格严格把关是

换届筹备工作的重要一环。该县各乡

镇（街道）对照“四有四带”“四好四强”

标准和“六不能”“六不宜”负面清单进

一步开展自查初审，筛除调整个别意向

人选，务求意向人选优中选优，确保政

治素质、综合能力等符合新时代村（社

区）“两委”干部素能要求和本次换届规

定。同时，严格落实任期和离任经济责

任审计，消除不稳定因素，为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扫清障碍。②11

方城县：打好村级“两委”换届前哨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曾

碧娟）11月 17日，第七届河南

省曲艺牡丹奖大赛落下帷幕，

由我市选送的《割肉还娘》《走

遍世界不忘家》《张骞献宝》

喜获牡丹大奖。

河南曲艺牡丹奖是我省

曲艺界的最高专业奖项。该

赛事由省文联、省曲协共同主

办，每两年一届，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六届。本届大赛共有

300 多位演员 80 多个作品参

选，最终 36个作品入围决赛，

共评选出节目奖 8个，表演奖

8人，新人奖 6人，文学奖 4部。

本届大赛，由市说唱团

王国政、姬玉香和程丹表演

的三弦书《割肉还娘》；李文

武、夏阳渊创作，市曲剧艺术

中心符龙、盛蕊演唱的《走遍

世界不忘家》双双获得河南

省曲艺牡丹奖节目奖。由市

作协副主席、邓州市文联主

席闫俊玲和杨清江创作的河

南坠子《张骞献宝》荣获牡丹

奖文学奖。

曹刚林创作，西峡艺术

团刘明、邵帅等表演的南阳

鼓儿哼《家庭演唱会》；党铁

九创作，王红梅、刘佳男表演

的三弦书《清廉太守》；社旗

县陈玉林创作，袁海峰、王远

征 表 演 的 三 弦 书《夜 逗 娇

妻》，同获牡丹奖提名。②11

省曲艺牡丹奖大赛落幕

我市 3件作品获殊荣

花洲书院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南北结合的建筑群风格，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图为 11月 18日，花洲书院内景色迷人 ②11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本报讯 （记者陈 琼）11 月 18
日，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推

进会召开，总结前段工作经验，查找

问题和薄弱环节，部署下阶段重点

工作。

会议通报了全市人口普查摸底、

短表登记工作进展情况。各县市区

就工作亮点、存在问题、整改措施等

作了交流发言。

截至 11月 15日，全市户登记完成

99.43%，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全市人登

记完成 95.10%，与全省水平持平。

会议要求，各级普查机构要进一

步加强领导、强化统筹、夯实责任、查

漏补缺，针对普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

难点，及时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办

法，积极推进各阶段重点任务；要强

化督导检查，及时通报各地工作进

度，对出现重大问题的要推倒重来，

并进行约谈问责。②11

全国人口普查我市户登记完成99.43%
超 出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邓州农商银行

精准施策助脱贫
本报讯 日前，邓州农商银行积极开

展金融帮扶工作，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该行组建扶贫工作队，与贫困户一

对一交流，了解贫困户资金需求，为周

转困难的贫困户提供信贷支持。对辖

区 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摸底调

查，逐村逐户建立扶贫档案，实现贫困

户和基层网点有效衔接，确保金融扶贫

全覆盖。创新“精准扶贫企业贷”，加大

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

等生产经营主体支持力度，创造就业岗

位，带动贫困户致富脱贫。

至 10月末，该行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8.53亿元，带动 17145户 56262人脱贫；

布放自助设备 132台、警银亭 17座、POS
机 793台，设立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 140
个，发展金燕 e付用户 15441户、手机银

行用户 15万余户，为贫困户提供存取款、

转账汇款、代理缴费等服务，打通农村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该行开展电商扶

贫活动，借助金燕 e购商城，为滞销农产

品拓宽销售渠道，协调商户做好选品、物

流、质控等工作，帮助辖内 11家商户上架

光照黄酒、八马茶业、丹江渠首黄金梨等

72款产品，助力农民增收。②11
（黄进昌 杨易辰）

花洲书院

本报讯 日前，从卧龙农

信社获悉，该社着力构建“党

建+”工作机制，实现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发展，各项存款余

额达 121亿元。

该社开展党建主题教育，

将“三会一课”、学习强国融入

主题教育，每月定期举办“主

题党日”党建活动，先后组织

微党课竞赛、学习强国答题比

赛、“忠诚干净担当”演讲比

赛、重温入党誓词、共唱《我和

我的祖国》和党员培训等系列

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协作

力。依托“党建+小微”模式，

创新开发“抗疫贷”“复工复产

贷”“产业链贷款”等信贷产

品；依托“党建+特色”模式，

按照服务乡村振兴“一乡一特

色”信贷支持计划，确定了月

季、艾草、玫瑰等种植产业，养

鸡、养牛等养殖产业，玉雕、旅

游等文化产业在内的 19个特

色产业。②11 （卢光来）

卧龙农信社

党建引领业务发展

战贫“最”给力 脱贫成色足
（上接01版）

投入资金最大。累计投

入各类扶贫专项资金近百亿

元，投入资金数额之大，为唐

河历史之最，走出了一条非贫

困县自力更生、“自费”扶贫的

新路子。尤其在农村基础设

施改善上，累计投入资金 59.3
亿元，对全县所有行政村和

25个集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进行全面提升，彻底改

变了唐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的历史。

兜底保障最牢。一方面，

兜底政策“应享尽享”。2017
年起，在全市率先将符合条件

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或

特困供养范畴，今年又将未脱

贫人口、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

缘易致贫人口的低保金全部

提升到每月 335 元的 A 类标

准，同等享受医疗、教育、金

融、就业等行业扶贫政策。另

一方面，集中供养“应住尽

住”。每个乡镇都建敬老院，

每个村都建“幸福大院”，实现

了集中供养全覆盖，真正实现

特困人群住有所居、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

增收渠道最稳。在发展

产业、带动就业上，创新实施

了粮仓扶贫、众享农机、特色

产业以及公益性岗位、政府购

买基层服务岗位等多项增收

措施，探索出了产业奖补、就

业奖补、兜底关爱资金等多种

收入分配形式，贫困户户均叠

加增收措施 5项以上，人均年

收入 1.5万元以上。

战略衔接最紧。在保持

脱贫攻坚责任不减、力度不减

的情况下，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早

谋划制定了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方案，坚持“脱

贫与致富”同步推进、“软件与

硬件”同步提升，统筹推进脱

贫攻坚与“三变改革”、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实现了优势互

补、同步发展。

“三貌”提升最快。干部精

神面貌大改观，脱贫攻坚成为

党员干部“试金石”，广大党员

干部党性得到淬炼、作风得到

锤炼、素能得到锻炼，先后涌现

出了驻村书记“夫妻档”王伟和

王海淼、第一书记李伟等一大

批优秀扶贫干部典型。社会风

貌大改进，通过建立“同心超

市”、设置“学树行做光荣榜”

“善行义举榜”，以及每月开展

一次政策宣讲或实用技术培

训、每月召开一次贫困户讲评

会和故事会等载体，充分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村容户

貌大改变，通过实施三期村级

基础设施提升 PPP项目、贫困

户“七改四有”、危房改造全覆

盖等，全县农村村容村貌和户

容户貌明显提升。②9

“两山”擂台赛描绘南阳好生态
（上接01版）

市林业局局长余泽厚介

绍，去年以来，全市造林实现

了历史性三大突破。全市投

入造林绿化资金近 30亿元，是

近 8年来资金投入的总和，超

额完成省林业局下达的造林

任务，共完成人工造林 75.72
万亩，位居全省第一；争取到

了我市有史以来林业最大的

国储林项目，总投资 135亿元，

实现了国储林项目建设的开

门红，完成国储林造林 20.97
万亩任务，实现投资 25亿元；

全市按照“森林河南”山区森

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

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

庭院花园化“六化”建设要求，

坚持高标准造林，打造了一批

精品工程，达到了县县有精

品、乡乡有亮点。全市营造

500 亩以上精品工程 245 处，

面积 13.5万亩；1000亩以上精

品工程 72处，面积 8.24万亩。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结合去年“两山”擂台赛方

案，我市正积极打造今年擂台

赛的“升级版”。在评比造林

绿化、国储林项目的基础上，

今年将森林城市建设、林业产

业发展、资源管护等工作纳入

其中。据了解，今年我市在林

业部门开展“青山”擂台赛的

基础上，不断扩大“版图”：水

利部门将开展“绿水”擂台赛、

农业农村部门举办“藏粮于

技”擂台赛。通过举办擂台

赛，让“两山”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让绿水青山尽快转化为金

山银山，使“两山”理论成为南

阳的生动实践。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各

级林业部门充分发挥优势，做

到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相结

合，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兴

林富民，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

山银山。如今的宛城大地，南

召的玉兰花，西峡的猕猴桃，

淅川的软籽石榴，方城的黄金

梨及南阳有机大白桃……各

县（区）的特色林果产业红红

火火，蓬勃发展，山笑了，水笑

了，老百姓的脸上也绽放出灿

烂的笑容。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