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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镇赵庄村

以环境改善助力新型农村建设
本报讯“这下好了，再不

用为污水无处排放犯愁了，村
里为村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6月19日，纸坊镇赵庄村村民
李万胜指着街道正在铺设的下
水管道告诉记者。

赵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以
“六化”（道路硬化、街道亮化、

村庄绿化、庭院美化、环境优
化、路面净化）为标准，大力实
施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对全村
纵横18条街道下水管道全部
改造，中心街建造一座5层过
街八角楼的标志性建筑，打造
独具特色、生态宜居、绿色环保
的新型农村。

记者获悉，赵庄村以提升
环境质量为切入点，扎实推进
星 级 文 明 村 创 建 活 动 ，到
2018 年年底，创成市一星级
文明村，让村民共享文明村创
建带来的发展成果；同时以生
态村创建活动为抓手，努力打
造国家级生态村。目前，赵庄

村的安全饮水改造及1600米
主街道下水管道改造工程已
全面竣工，洛界路至村中大
街、前石线至中大街的北环路
已加宽，路面障碍物正在拆
除，其他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之
中。

谈到下步打算，村支部书

记李占立对赵庄村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他说：“要以造福
村民为己任，团结带领两委班
子努力工作，克难攻坚，用三
至五年时间，将赵庄村打造成
全市的明星村，用实干打造新
亮点，展现新作为，树立新形
象！”

本报讯“这次都不好意
思来了，一是没钱，二是都欠
医院两次钱了，真不好意思。”
6月20日上午，在汝州市人
民医院2号楼4楼呼吸科的
一间爱心病房内，43岁的姚
胜光看着躺在7号病床上的
妻子李东梅，对医护人员满怀
感激地说。

李东梅，42岁，患曲霉
菌感染，去年出现咳嗽、胸
闷、气喘，曾到省级医院救
治。今年1月因胸闷气喘严
重，第一次入住汝州市人民
医院。在医院，李东梅享受
先诊疗后付费的惠民政策，
年三十晚上还吃上医院为他
们送的年夜饭。经 20天治
疗病情稳定后，不辞而别。4
月份，李东梅病情加重，再回
到呼吸科住院，呼吸科主任
赵素省、副主任魏志华想待
李东梅稳定后再问费用的
事，一如既往精心诊治，还为
她购置了生活用品，生活上
细心呵护，42天过去了，稍
见好转，李东梅及家属又不
见了。

6月2日晚，李东梅病情
再次恶化，昏迷不醒。看着不
省人事的妻子，想着前两次没
结账不辞而别的尴尬，姚胜光
硬着头皮联系救护车，第三次
来到呼吸科。

“值班大夫岳少昕二话没
说先给吸上氧气，直接把护士

站的备用药给我们用上，都没
提欠费的事，也没埋怨我们。”
姚胜光回忆妻子第三次到呼
吸科治疗时说。

李东梅经抢救再次脱离
生命危险后，“李东梅稍有好
转，会不会又不辞而别？”带着
疑问，呼吸科的医生问姚胜
光。

“说实话，之前在郑州多
家医院治疗，家里钱花光了，
亲友都借了个遍，花了近20
万元，住到最后，靠输血和白
蛋白维持生命，只好从郑州回
来等死。上两次就是从郑州
回来后的事。我不想不辞而
别，真的是没钱。这次来不求
她有好转机，只是不忍心看她
那样痛苦地走了。”妻子的病
和高昂的医药费，压垮了身材
高大的姚胜光，拖垮了本不富
裕的家。

院长刘青强得知情况后，
多次携班子成员到病房去看
望慰问，并安排科室暂不考虑
费用问题。在精心治疗的同
时，生活上给予悉心照顾。在
安抚李东梅的同时，医院还积
极与当地民政部门和乡镇扶
贫负责人协调，力争给予他们
更多的帮扶。

面对李东梅的病史，主任
赵素省，副主任魏志华也曾犹
豫过：“郑州几家医院都没看
好，怎么办？”但医生的天职和
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让她们顶

住了压力。“做医生的，咱只想
着先抢救她的生命。魏主任
是李东梅的主管大夫，我与魏
主任和同事一道，制定了多项
详细可行的治疗方案，聘请其
他学科专家会诊商定最终治
疗方案，全科医护人员对李东
梅更是关爱有加，不管上不上
班，每天都来探视问询，精心
治疗，悉心呵护，功夫不负有
心人，李东梅一天天好了起
来。”呼吸科主任赵素省介绍
说。

李东梅终于摆脱了死神
的困扰，身体已康复，姚胜光
的脸上也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期盼这个没了疾病困扰的贫
困家庭，能早日过上幸福的日
子。

据悉，汝州市人民医院
近年来对健康扶贫工作高
度重视，在认真落实先住
院后付费政策、一站式服
务的同时，在贫困户入住
医院的一系列举措也深得
人心，导诊护士的引领；服
务窗口贫困户优先的醒目
标识；为便于巡视治疗，各个
病区贫困户的爱心病房都设
置在距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
最近的房间；爱心病房为贫
困户免费提供的日常生活用
品；各科室还成立了贫困户
爱心专家小组；多角度、全方
位为贫困患者提供温暖贴心
服务。

本报讯 6月22日，汝州
市物价办、市交运局联合下
发，决定自6月23日零时起，
取消征收原定每车次1元的
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

因近期天然气供应充
足，自2018年4月中旬至目
前，价格低于每公斤6元，决
定取消出租汽车燃油附加
费。

文件要求各出租汽车主
管机构及出租汽车公司要做
好宣传工作，采取积极措施，
及时去除出租车内燃油附加
费明码标价贴，自觉接受监
督，对仍收取燃油附加费、不
执行政府定价、乱涨价等不
法行为，将从严查处。市民
可拨打：0375-6612358，进
行电话举报。

本报讯“我腿不方便，正
愁没法到医院进行慢性病鉴
定，没想到医疗专家上门给我
做鉴定！”近日，家住大峪镇的
贫困户李大娘看到医疗专家
登门服务，欣喜万分。

为更好落实国家扶贫攻
坚政策，近日，汝州市人民医
院组织的慢性病鉴定团队结
合大峪镇卫生院为尚未办理
慢性病的病人开展鉴定工

作。鉴定慢性病范围包括冠
心病、慢性心力衰竭、重症糖
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
慢性病30种。

该院高度重视本次鉴定
工作，抽调心血管内科、肾内
科、神经内科等医疗专家12
名。对于行动不便的慢性病
重症患者，医疗专家深入贫困
户家中进行鉴定，确保符合条
件的贫困群众不漏一户一人，

使他们都能享受到门诊报销
政策，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

今年以来，汝州市人民医
院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为
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开展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为
他们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
医疗保障体系，也为精准扶贫
工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本报讯 为推动汝州市
肿瘤学科和病理学科的持续
和快速发展，了解最新的肿
瘤精确诊断及治疗方面的知
识，6月20日上午，河南省肿
瘤医院与汝州市人民医院肿
瘤靶向基因检测中心，河南
省肿瘤医院病理诊疗中心签
约及授牌仪式在汝州市人民
医院院举行。河南省肿瘤医
院战略与业务发展部主任张
鹏与郭亚伟代表双方在合作
协议上签字，并举行了授牌
仪式。

仪式后，省肿瘤医院分
子病理科主任马杰授课《肿
瘤医院临床病理中心情况》，
省肿瘤医院战略与业务发展
部主任张鹏授课《河南省肿
瘤医院医联体建设思路》。

汝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郭亚伟表示，汝州市人民医
院将以协作为平台，以互联
为契机，为该院肿瘤精准治
疗打下基础，推动该院肿瘤
学科和病理学科的持续和快
速发展，为汝州肿瘤患者的
诊断、治疗带来福音。同时，
要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专家的
指导和带动下，创新平台、创
新模式、创新资源，使医院的
管理服务、医疗技术、改革发
展再上新台阶。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实
现了区域医疗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共享，搭起了彼此沟通
的桥梁，推动了该院肿瘤学
科和病理学科的持续快速发
展，为汝州市肿瘤患者的诊
断、治疗带来福音。

河南省肿瘤靶向基因检测中心
河南省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中心

汝州分中心落户
汝州市人民医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董仕娟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闵振安

6月23日起取消征收
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汝州市开展慢性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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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住院没出钱，第三次仍得到医护人员细心呵护

贫困户李东梅住院纪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秦俊杰 王婉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