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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8日，记者从
汝州市人民医院获悉，近日来，
汝州市人民医院以精湛的医术
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多次获得患
者及其家属的好评。

“郭主任，姚护士长，非常感
谢我母亲住院期间你们全科医
护人员对她的精心治疗和悉心
护理，老人家住了三个多月，身
上都没有出现压疮，真的是非常
感谢!”这是5月7日上午发生
在ICU科室门口的一幕，患者张
某的家属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
之情特意送来了一面锦旗。

3个月前，患者张某因心肺
复苏术后、肺部感染转入ICU科
室，入科时意识模糊，气管切开
处接呼吸机辅助通气，病情危
重，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呼吸、心
跳骤停，经积极抢救，患者生命
体征渐趋平稳，但患者仍面临长
期卧床、预后差、死亡率高的结
局，面对家人的期盼，该科医护
人员们尽心治疗，尽最大限度减
轻患者的痛苦。

5月5日，记者在汝州市人
民医院产科一病区护理栏张贴
着一封感谢信，吸引了不少求诊
者及其家属们驻足观看。据悉，
张贴感谢信的患者是一名28岁
的产妇，5月2日晚7点多到该
院产科一病区待产。两月前查
出底直胎盘，本病是妊娠中、晚
期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妊
娠期严重并发症，如处理不当或
不及时，会危及母婴生命。患者
家属给大夫鲁晓燕打电话说明
情况后，鲁晓燕顾不上吃饭立马
赶到医院查看患者病情，查看
后，建议赶快实施剖宫产手术。
可当时人手不够，有经验的还都
上手术了，产科大主任闫璐璐知
道后，5分钟赶到医院准备为患
者实施手术。当晚8:15，患者
剖宫产下一名男婴，母子平安。
在住院期间，患者得到主治医师
和护士们的悉心照料，出院时留
下这样一封感谢信。

近日，患者张某在亲属的陪
同下来到医院，将300元钱送给

神经内科二病区大夫郭爱东，并
连声道谢。据悉，4月 12日上
午，家住汝州市的五保户老人张
某，因突发头晕、胸闷，被该院急
诊科值班大夫送到了神经内科
二病区住院，郭爱东接诊了这位
五保户病人，郭大夫经过详细的
体格检查，发现张某的病情很严
重，急需做CT检查。五保户病
人需要自己垫付500元钱才能
顺利办理入院手续，但张某身上
只有200元钱，他没有家属，张
某看着郭大夫，哀求地说：“我只
有200元钱，还差300元，你先
给我检查吧大夫，随后我在想办
法把钱凑够。”

然而政策摆在那里，不容违
反。看着病人痛苦的样子，郭大
夫自己掏出了 300元钱，凑够
500元，交到了住院部，办理了
住院手续，张某顺利做完了影像
检查，他的病情明确了。经过合
理的治疗，张某的病情得到了有
效控制。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雷雨田

本报讯 为帮助陈窑村的
贫困户提高经济收入，尽快脱
贫致富，5月4日,汝州市文广
新局驻村工作队邀请花椒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对所有贫困
户以及花椒种植户进行花椒种
植培训。本次培训的目的是为
了让贫困户更加了解花椒，提
高花椒苗的成活率。文广新局
及陈窑村委会高度重视花椒产
业的种植工作，成立花椒产业
领导小组，由专人对接相关工
作。

“春季为花椒发芽抽梢期，
也是花芽病虫害期，应当根据
气温适时管理、修剪，及时追
肥，做好预防病虫害。”培训会
上，花椒合作社负责人及陈窑
村委会干部根据多日以来在其
他地区走访学习到的经验向花
椒种植户讲解花椒的苗木培
育、栽种技术、肥水管理、整形
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知
识，并分析花椒产业的市场前
景，鼓励贫困户坚定发展信心，

做大做强花椒产业。
“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虽

然现在经济条件较差，但大家
首先要有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决
心，要认真学习致富技能，拓宽
增收渠道，提高家庭收入。要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通
过自己的勤劳双手一定会创造
出美好幸福生活。”汝州文广新
局驻村工作队队长张红峰对贫
困户说道。

针对贫困户实际情况，将
贫困户进行分类，汝州市文广
新局为陈窑村谋划了发展花
椒种植基地、加盟芙蓉食品
厂、发展肉羊养殖业、发展光
伏发电、发展生猪养殖业等5
个产业扶贫项目。经过深入
考察和组织动员，其中，四个
项目已经实施并初见成效，陈
窑村花椒种植基地已经初步
成型，全村种植面积近千亩，
目前花椒苗已经发芽，成活率
在96%以上。下一步，汝州市
文广新局驻村工作队将邀请
林业局专家，长期不间断地对
贫困户进行花椒种植方面的
各项技术培训。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本报讯 刚刚入夏，高温天
气便开始发威，根据气象部门
预测，本周连续三天气温将超
过30℃。要出门的您，可要做
好防晒、降温的准备哟！

据汝州市气象局发布的一
周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内汝州
市以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无
明显的降水天气。本周前中期
气温偏高，周末有一次弱冷空

气影响。周内极端最高气温
32℃左右。未来几日具体天气
情况如下：

10日(周三)晴天转多云，气
温19℃～32℃。

11日(周四)晴天间多云，气
温19℃～31℃。

12日(周五)晴天间多云，气
温17℃～32℃。

13日(周六)晴天间多云，气
温20℃～30℃。

14日(周日)多云转阴天，气
温19℃～27℃。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明哲 韩笑 文图

本报讯 5月4日，汝州市供
电公司的“电力雷锋”来到汝州
市区及学校附近宣传手机扫码
交电费活动，受到市民交口称
赞。在该公司广成中路营业厅，

“扫码交费”的二维码摆放在交
费柜台上，有市民正尝试通过

“扫码”交费。该公司的“电力雷
锋”将宣传单发放到前来交费的
市民手中，详细讲解手机“扫码”
操作流程。

在汝州市标丹尼斯超市门
前和工人文化宫游园，“电力雷
锋”向市民发放宣传单（如图），
并手把手指导市民通过手机下
载“电e宝”和“掌上电力”交费
客户端，逐级进入交费页面。

据了解，使用“电 e宝”和
“掌上电力”交费客户端交费后，
可随时随地交费。同时，系统会
根据您每天的用电量自动测算
电费余额，预存不足时会发送催
费预警短信，电费余额低于0时
会发送停电预警与停电告知短
信，预存电费后系统将执行自动
复电。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张耀辉 雷少谦

本报讯 5月5日，记者从汝
州市民政局获悉，截至目前，汝
州市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增加到
23家。

据悉，为方便民政救助对
象，关爱弱势群体，让全市城
乡低保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
受到民政医疗救助，汝州市民

政局积极采取措施，在全市范
围内严格把关、缜密筛选，在
原有的八家（第一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中医院、骨科医院、
糖尿病医院、金庚康复医院、
妇幼保健院、金庚博大医院）
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的基础上，
还将把全市的 15个乡镇的卫
生院也设定为医疗救助定点
医院。预计 6 月份将全面开
通。届时，汝州市医疗救助定

点医院增加至23家，做到了乡
镇全覆盖。

据汝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汝州市城乡低保户、五
保户等困难群众可持相关身份
证明在这23家医院享受“一站
式”医疗救助服务。群众办理出
院手续时，医院将根据“一站式”
系统设定好的救助比例自动结
算城乡医疗救助金，群众只需支
付个人自付部分即可。

汝州市人民医院为啥获赞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侯晓蕾 呼旭峰 姚俊亚

扫码交电费，很方便啊
汝州市供电公司宣传推广新型缴费方式

汝州市医疗救助定点医院
从8家增至23家

防晒、降温，你准备好了吗？

本周30℃以上高温天气多

市文广新局培训花椒种植
助力贫困户致富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张乐乐 王红艳

本报讯 自2017年 5月中
旬起，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将全
面实行“一卡通”服务。市民手
持二代身份证或一张就诊卡，即
可到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办理
挂号缴费、就诊、检查等多项业
务。

“一卡通”集挂号、就诊、划
价、交费、检查、治疗、取药、信息
查询等多功能于一卡，具有方
便、快捷、灵活、安全等特点。患
者就诊时只需一张身份证（也可
以办理就诊卡），在卡中余额充
足时即可完成挂号、就诊、检查、

划价、交费等多项业务，优化患
者就诊体验。同时配合以电子
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为患
者提供健康档案查询和自主管
理、诊疗信息推送、检查检验结
果掌上查询、挂号就诊和第三方
支付等服务。就诊群众可在线查
看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及时掌握
自己的病史，对自己进行健康管
理。医生也可适时调阅患者既往
诊疗记录和检验检查结果。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王红艳介绍，今年6月份医院
将对“一卡通”服务平台的医院
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升级，为患者
开通“银医通”便民自助服务，届
时功能将更加强大。

汝州第一人民医院
“一卡通”让患者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