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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们是平顶山的，
在网上看到汝州市焦村镇靳村
有个果桑园挺怪热闹的，今天
我们全家特意来这里游玩。”5
月15日，来自平顶山市的李姓
游客采摘果桑时对记者说。

焦村镇16个行政村有8个
是山区村，属半丘陵地域，很适
合瓜果种植，镇党委、政府因势
利导，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
调整产业结构，在做了大量社
会调研的基础上，首先在张村
引进了当地从未种植过的日本
甜柿、纸皮核桃，吸引了不少外
地游人到这里尝新鲜。后来又
发展一个颇具规模的凤凰山蟠
桃采摘园，这种水果在省也是
为数不多的；接着又发展了以
千亩河阴石榴为主体的世博生
态园。平时郑州、洛阳、平顶山
及外省游客慕名前来游玩的络
绎不绝，特别是到周末，拖儿带

女来体验生活、休闲观光的更
是成群结队。

去年，靳村又发展了一个
果桑园，从今年4月中旬起，来
果桑园采摘的游客已源源不
断，最多时每天接待 2000 余
人。今春，镇党委、政府通过考
察，准备在槐树村打造一个千
亩樱桃生产基地，今年已种植
了一部分。至此，焦村镇冬春
有草莓，夏秋有柿子、石榴、核
桃、果桑、蟠桃等，成了一年四
季瓜果飘香的田园之乡。

据统计，焦村镇目前已种
植纸皮核桃800余亩，河阴石榴
1000余亩，蟠桃700余亩，果桑
110亩，日本甜柿200余亩，草
莓50亩，樱桃400余亩。这些
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
全城旅游的发展，自去年至今，
该镇旅游观光的外地游客已超
过20万人。

本报讯 为了给广大临床医
生提供更专业的学术服务，5月
11日，郑大三附院“阳光基层
行”汝州站走进汝州市人民医
院。郑大三附院儿内科名誉主
任、教授、主任医生栾斌教授，郑
大三附院儿童呼吸及危重症主
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乔俊
英，郑大三附院儿童呼吸内镜科

副主任宋丽等学科专家深入该
院会诊查房，并进行学术讲座。

“阳光基层行”旨在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快
推进我省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逐
步实现“基层首诊、急慢分治、双
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
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诊治水平。

此次郑大三附院“阳光基层
行”到汝州，举办精彩学术讲座，
将有力促进、提升汝州市人民医
院医务人员规范化诊疗儿科疾
病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汝州市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的诊疗水平，为
汝州市儿童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医疗服务。

郑大第三附属医院

“阳光基层行”走进汝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婉璐

本报讯 5月12日，温泉镇
项目建设暨安全生产大气污染
防治升温加压会在镇政府召开，
市安监局副局长郭会龙，市环保
局纪检书记彭玉峰，该镇党委副
书记、人大主席郭金标及辖区内
各项目方相关负责人共60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温水投项目工程部部

长刘胜强就近段时间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并就下步项
目推进、进度管理、作业标准提
升、日常工作群等事项做了具体
部署。彭玉峰对近期省、市正在
开展的扬尘污染专项治理月行
动及相关会议精神进行了详细
解读，并对温泉项目建设中环保
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分

析指导；郭会龙则从国家、社会、
企业和当前形势等方面强调了
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从安全机
构设置、落实权险责任制、培训
教育、建立隐患台账、应急演练、
安全生产、特殊作业、企业责任
等方面，对项目建设中如何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郭金标指出，要抢抓
当前项目建设的有利时机，科学
组织施工力量，加快工程进度，
保障工程质量，及时协调对接项
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难点问
题，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顺利
推进；要切实把安全生产作为压
倒一切的高压线，摆在重要的突
出位置，强化“红线”思维，克服
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持续加强
安全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安全责
任事故发生，保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要严格落实省、市扬
尘污染专项治理月行动和扬尘
污染治理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严
格按照“六个百分百”要求，切实
抓好工地扬尘治理等工作，确保
完成省、市下达的各项环保目标
任务。

温泉镇组织开展项目建设
暨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升温加压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亚飞 文图

本报讯 为切实解决家庭
困难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训练和
生活费问题，为他们提供学前
教育资助，5月 10日，汝州市
2017年度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
公益金助学项目（学前教育）工
作有序进行，目前已进入收尾
阶段。

市残联按照《河南省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人事业
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学
前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结
合实际，本着严格手续、规范管
理、重点扶持的原则，开展学前

教育资助工作。凡是具有汝州
市户籍的3至6岁（重度智残可
放宽至10岁）正在学前教育机
构中接受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
的残疾儿童（包括新入幼儿园
的儿童），均可享受3000元助
学项目资金。

据了解，此次活动市残联
共与该市64个幼儿园签订了

“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执行协
议，为全市80名家庭经济困难
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
育提供资助，有效提高了残疾
儿童学前教育入园率、巩固率。

本报讯 5月7日至13日
是我国第十个国家防灾减灾
周。市人防办围绕“行动起来，
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这一主
题，于5月12日上午在朝阳路
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市政府党
组成员、市防灾减灾委员会主
任杜江涛参观了活动现场。

市人防办积极行动，多举
措开展相关活动。在活动周到
来之际，市人防办党组召开专
题会议布置相关活动，机关人
员全员上阵，统一服装，全程参
与，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提供
了组织保障。在活动开展前，
向市减灾委汇报，与减灾委相
关成员单位对接，掌握集中宣
传要求，结合宣传主题准备宣
传版面、条幅和宣传资料，为集

中宣传奠定坚实的材料保障。
活动当天，市人防办在宣

传主会场摆放日常生活防护知
识板面6块，悬挂宣传条幅150
多米，出动应急车3台，发放宣
传手册2000多册。同时，在市
二高开展防震减灾暨防空安全
疏散演练。该校高一阶段1430
余名师生参加了演练，演练结
束后，市人防办向该校赠送了
2000余册人防教育读本。

本次活动中，市人防办紧
贴生活实际制作宣传版面，将
家庭用电安全、燃气使用安全、
自然灾害防护知识、中学生防
溺水知识、防踩踏事故等应急
知识结合起来，使防灾减灾宣
传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使防灾
减灾知识真正做到入心入脑。

本报讯“快点，医生医生，
那边有人口吐白沫晕倒了！”一
个女子向门诊大厅边跑边呼救。

5月10日上午9时30分，
汝州市人民医院院内，忽然被一
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宁静。
呼救声恰巧被从楼道经过的消
化内分泌科主任梁利鹏听到，他
立刻赶往现场施救。

在医院东侧的小花园内，一
男子意识丧失躺在地上。此时，

该男子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
吸暂停，全身肌肉有节律性抽
动、牙齿紧咬舌头、口吐白沫。
梁利鹏立即和现场参与施救的
人员一起，打开突发癫痫病男子
的牙关清理口腔，让保持呼吸通
畅避免窒息，再用软纸小心垫住
其牙齿以防咬伤舌头，同时采取
措施防止癫痫引发的其他并发
症，直到情况稳定后送往病房观
察，整个施救过程不到5分钟。

短短的5分钟内，急诊中心
人员、导诊各科室医护人员有条
不紊地配合，彰显了汝医人遇到
突发事件争分夺秒团结协作的
团队精神，当患者有生命危险
时，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视
病人如亲人。

如今，病人的病情已稳定，
在家属的陪同下已经出院。

汝州市人民医院温馨提醒：
突发癫痫病进行现场急救

应采取的措施如下：1.保护好患
者以免受伤，特别是头部和口部
的保护；2.移开患者周围的危险
物品，比如刀具，暖水瓶等，以免
碰上或烫伤患者；3.将患者头部
和身体侧放，同时可放些薄软的
东西在头下，让患者慢慢复原；
4.避免人群围观，保持空气通
畅；5.及时清理口中分泌物或
呕吐物，保持呼吸道通畅；6.仔
细观察患者发作时的表现，如发
作前有没有某些预兆，意识是否
完全丧失，这可通过问话或刺激
患者，观察患者的反应来判断，
如果有肢体的抽搐，则应注意是
突然全身抽搐还是单侧肢体抽
搐，缓解后有没有肢体的瘫痪
等；7.记录发作持续的时间；8.癫
痫病人出门需带上药物。

请大家为这位好医生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文图

市残联为困难残疾儿童
提供学前教育资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汝州市人防办

开展防灾减灾周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中亚 马红强

焦村镇依托特色产业
驱动旅游事业大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焦玉昌

梁利鹏在现场施救

温泉镇项目建设暨安全生产大气污染防治升温加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