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社会

AⅠ·19

2018 年 5 月 17 日 责编 黄蓓 美编 张峰 邮箱 dhbu7@126.com

一碗手擀面吸引江西老板品尝
农业采摘、民俗观光……义马市苗元社区乡村旅游风生水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颜钊 通讯员 任红亮 张春光 文图

程大妈做的手擀面吸引众多人品尝

本报三门峡讯 近日，三门峡义马市
苗元社区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来自
上千公里外的江西省瑞昌市某酒店的董
事长何泽文，要在社区居民程大妈的农
家小店内，吃一碗手擀面。
一位江西老板，为何要不远千里来
到义马品尝一碗面？
5 月 15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联系到何泽文。对方介绍，去年他曾在

网上看到一篇《母女山村卖手擀面》的新
闻。其中讲述，经营者程大妈手艺精湛，
味道独特，价格公道，慕名前来的食客越
来越多，这让从事餐饮行业 35 年的何泽
文内心好奇又激动，随即许下心愿，要尝
一尝程大妈做的手擀面。
“之前，我和爱人在北京待过 3 年，
因此对北方的面条味道十分有感情。”何
泽文说，在南方面条基本都是带汤的，而

报道中程大妈的手擀面与众不同，十分
原生态，因此吸引他决定来尝尝，顺便学
习一下制作工艺，也可在自己的饭店内
当做一道主食，让江西当地人品尝，这才
有了这次义马之行。
其实，在义马市苗元社区，像程大妈
这样有特色的农家乐小店还有 10 余家，
规模逐渐形成，既有苗元社区的味觉特
色，
又让当地居民收入有了保障。
“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其中一项，家
常饭手擀面的风靡，也是苗元社区乡村
旅游的风靡。”苗元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茹
学智告诉记者，近年来，苗元社区瞄准了
发展生态特色乡村旅游业的路子，通过
公开招商，将填沟造地的 300 余亩土地
统一流转给一家有实力的家庭农场经
营，并发展 1800 余亩大樱桃、薄皮核桃
等种植业，吸引游客采摘观光。
为吸引游客对当地农耕文化了解，
又建成了 2000 平方米的民俗文化广场，
以及一座收藏有石磨、犁铧、纺车等 80
余件传统农具的农耕文化馆。同时，积
极发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很快吸引众多
的游人纷至沓来。
“现在的苗元社区不仅美不胜收，居
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以前请客吃饭去
城里，如今城里人请客吃饭来我们苗元，
我觉得这就是苗元的乡村振兴。”茹学智
说。

推开“生命之门”为百姓幸福“加码”
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开展﹃体验生命通道﹄行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元豆 文图

核心提示｜为深入推进“体验
生命通道”行动，连日来，三门峡市
公 安 消 防 支 队 联 合 本 地 电 视、报
刊、广播、网络等主流媒体和 56 名
消防志愿者，以手绘“生命通道”、
暗查“社区通道”、敞开“全民通道”
等系列主题活动为基础，开展互动
活动 21 场次，为三门峡市百姓推开
“生命之门”，为幸福“加码”。

手绘“生命通道”：
漫画+消防警示语，
为 119 名中小学生推开生命之门
“畅通生命通道，学习自救技能，手
绘画教你学消防”。
日前，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积极
邀请全市 119 名中小学生，通过手绘生
动形象的卡通人物，穿插“打油诗”和消
防警示标语，将生命通道体验活动中的
消防安全知识融入画里，寓教于乐，达
到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更贴

近生活地宣传消防知识。
为更好扩大宣传效果，三门峡市公
安消防支队还以此活动为契机，充分利
用三门峡消防双微、三门峡消防宣传群
等网络平台，进一步扩大宣传效应，号
召广大百姓积极参与到“体验生命通
道，推开生命之门”的活动中，使消防宣
传能真正深入人心。

暗查“社区通道”：
清理社区消防隐患百余处，
让隐患无处藏
5 月 8 日，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
征集 10 名热心消防志愿者，联合 6 家主
流媒体对市区某小区内占用消防通道、
锁闭疏散通道等典型隐患进行全面曝
光，以此倒逼相关单位对违法行为进行
“大清理”，
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同时，在湖滨区、灵宝市、渑池县等
大型社区，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垃圾
杂物随意堆放、室内消火栓水带被捆
绑、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等情况共 102
处。针对发现的诸多安全隐患，执法人
员当即斥责社区负责人员现场整改。

同时要求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板，利用小
区微信群、评选社区消防宣传大使等灵
活形式，
确保
“大清理”
行动落到实处。
湖滨大队执法人员介绍，居民住宅
区的建设管理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统一规划和设置电动自行车、电动三
轮车的存放和充电场所，并加强管理。
居民不得在公共走道、楼梯间或门厅内
存放电动自行车等，
或为其充电，
堵塞安
全通道。根据《河南省消防条例》第 71
条规定，对违规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行
为，
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

敞开“全民通道”：
及时发布消防安全提醒
激发参与热情
记者从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了
解到，该支队联合 6 家媒体开设的《关
注消防安全、防范电气火灾》专栏每周
一至二期，已累计刊发 34 篇，对全市火
灾警示宣传月期间各项活动进行了及
时、准确、持续、深刻的报道，进一步提
升全民消防安全常识知晓率。
同时，支队利用官方微博、微信等
发布消防安全提醒 61 条，第一时间公
布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情况，深入追踪隐
患有效整改措施，曝光隐患单位对隐患
整改的态度和推进情况，监督执法部门
对隐患整改工作的服务指导等，时时动
态监控全市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此外，还在线上与网民互动，大力
提倡对身边人员密集场所的火灾隐患
进行举报投诉，对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
进行曝光，通过把隐患公之于众，激发
百姓共同维护生命通道热情。
“体验生命通道”行动，不仅让广大
群众了解消防，关注消防，也使其成为
消防宣传的传递者，进一步提高消防安
全意识，
参与消防安全工作。

这家医院专家
无刀取瘤保子宫
□大河报·大河报客户端记者 房琳 任欢
本报三门峡讯 一年前，家住三门峡
卢氏县的张女士被查出子宫内有一个近
5 厘米大的肌瘤，去过县市多家医院咨询
都要求切除子宫。其间，张女士尝试服
用药物保守治疗，但肌瘤却不受控，不但
越长越大，而且一个变成四个，还出现了
腺肌症。
今年 5 月初，张女士在同村病友处
听说，三门峡妇科医院有一种“美国 BBT
超导凝固刀”技术，不仅能保留子宫，还
能祛除子宫肌瘤。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张女士来到三门峡妇科医院。
预约手术、术前检查……最终在该
医院院长张艳霞的操作下，张女士进行
了子宫肌瘤切除和内膜消融手术。半小
时后张女士手术顺利结束。如今经 B 超
检查，肌瘤正在消亡脱落中，她的子宫也
得以保全。
“‘超导凝固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手术刀，它由计算机全程导航，结合超声
引导技术，将肌瘤精确定位，手术中将物
理射频源经过人体自然腔道（阴道和宫
颈）操作，直接介入到肌瘤中，对病变组
织进行高能靶向自动凝固，使肌瘤细胞
死亡、自行吸收或脱落，恢复子宫正常功
能。”该医院专家介绍说，这项技术能最
大限度保全子宫功能，并祛除病灶，免除
常规治疗手段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据了解，2008 年三门峡妇科医院首
家引进“美国 BBT 超导凝固刀”技术，实
施不开刀保子宫治疗子宫肌瘤，获得了
医学界及患者的广泛好评。目前，该医
院的妇科专家团队通过这一技术已让上
千名患者获益。

灵宝
交通执法人员
重拳查处黑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许楠 张勇博
本报三门峡讯 5 月 10 日，灵宝市一
汽车运输公司负责人和客运线路经营业
户代表，将一面锦旗和感谢信，专程送到
灵宝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阳平中队，表
达对执法人员的感谢。
原来，今年以来，阳平中队执法人员
在对阳平至大湖线客运市场调查摸底过
程中，发现该条线路经常有无证经营的
“黑车”严重扰乱运输市场秩序。针对此
情况，该中队迅速行动，组织执法人员在
阳平客运站、大湖村两地非法营运车辆
较为集中的地方开展违法查处，并散发
宣传资料进行交通法律法规宣传，引导
群众自觉抵制乘坐
“黑车”。
截至目前，执法中队累计出动执法
人员 2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
份，劝返、警告、教育涉嫌非法营运车辆
15 台次，查扣违法车辆 6 台次。通过专
项整治，该条线路客运秩序得到改善，有
效地保护了合法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