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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佑生命健康·共庆新中国70华诞”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歌咏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李鹏辉 文图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歌咏比赛现场

本报商丘讯 近日，商丘
诊党总支代表队的合唱《今天是
市第一人民医院在门诊楼前
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爱我中
广场举办了“敬佑生命健康· 华》，
内科党总支代表队为大家
共庆新中国 70 华诞”庆祝中
带来的《歌唱祖国》
《唱支山歌给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歌
党听》，
机关党总支代表队为大
咏比赛。该院院长韩传恩和
家带来的《人民军队忠于党》
《打
院领导班子成员以及 800 多
靶归来》，
外科党总支代表队为
名职工、患者家属等参加了活
大家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动。
《走向复兴》等一首首红色歌曲
国歌奏响了，
门诊楼前广场
响彻耳畔，
不仅让大家重温了中
上庄严肃穆，
全体起立，
每个人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
都用一种洪亮而深沉的声音吟
力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历史，
也
唱着，
爱国之情，
油然而生。门
充分展现了该院职工践行
“患者

需求至上、
团队合作”
的核心价
值观，
不忘为民初心，
牢记健康
使命，
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的坚定信念。
活动最后，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从观众席上方徐徐展
开，在《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
中，飘向舞台，这时全场观众
起立，几百双手共同托举起国
旗，同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
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将
活动氛围推向了高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比赛，
最终门诊党总支代表队荣获
一等奖、外科党总支代表队荣
获二等奖、内科和机关党总支
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本次歌咏比赛形式新颖，
以旗袍秀、诗朗诵、健身操、舞
蹈、葫芦丝等多种表演形式穿
插其中。整场演出大气磅礴、
催人奋进，以铿锵有力的歌
声，展示了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努力拼搏的进取精神，同时
也激励着每一名医务工作者
心怀伟大梦想，奋进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再创新辉煌。

“立足本心悟初心 发自内心
守初心 直面真心看初心”

老两口捡垃圾攒 3000 余元被烧

农行柜员为老人兑换残币获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实习生 陈曼 通讯员 娄浩然
本报商丘讯 10 月 5 日
上午，两位老人走进中国农
业银行商丘夏邑县支行车站
分 理 处 营 业 大 厅 ，满 面 愁
容。原来，两位老人捡垃圾
攒的 3000 余元被火烧了，老
两口连去了几家银行，都不
给兑换。该行柜员侯玉梅为
两位老人兑换残币，经过整
理，共拼接 210 余张，为老人
兑换残币 1200 元。
10 月 5 日，上午 9 时许，
两位六旬老人走进中国农业
银行商丘夏邑县支行车站分
理 处 营 业 大 厅 ，满 面 愁 容 。
在 2 号柜台，该行柜员侯玉
梅接待了两位老人。老人拿
出一个塑料袋，打开后，里面
是一堆被烧过的人民币，50
元的、10 元的、5 元的、1 元
的 ，有 的 几 乎 看 不 出 币 值 。
据老人介绍，这些钱都是平
时捡垃圾攒的，大概有 3000
元左右，留着看病用的，没想
到家里着火，
把钱烧了。
侯玉梅接过塑料袋，发

现每一张纸币两端都被烧
毁，轻轻用手一碰就碎，这样
的纸币要一张张粘贴，工作
量非常大。
“我当时觉得老人
攒钱不容易，非常可怜，便决
定尽可能为他们挽回损失。”
侯玉梅介绍道，3000 余元被
烧的人民币只有两张 50 元
的 ，其 它 的 大 部 分 都 是 10
元、5 元、1 元的，她花了一上
午的时间，共拼接 210 余张，
为客户兑换残币 1200 元。
在侯玉梅整理残币的过
程中，两位老人一直在焦急
地等待，大概 3 个小时，侯玉
梅才整理结束，并遗憾地告
诉两位老人只能兑换 1200
元。
“ 耽误你一上午，谢谢闺
女，我们跑了好几家银行都
不给兑，因为这些钱，我老伴
还急得高血压了。”老大娘不
住地向侯玉梅表示感谢称，
没有全部损失他们老两口已
经是很开心了。

睢县法院院长秦立莹为全体党员干警上党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梁锦学 闫连成
本报商丘讯 9 月 30 日下
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
午，睢县人民法院举行“不忘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人
题党课，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民的选择，深入阐述了开展
秦立莹，县委第九巡回指导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组长闫鸿起，成员娄艳菊、庞
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若晨出席了此次会议。
秦立莹提出，初心是激荡
会上，秦立莹以“不忘初
情怀的灯塔，使命是激励前行
心，牢记使命，努力让人民群
的旗帜。要着眼追根溯源，致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力正本清源，准确把握共产党
到公平正义”为题，从中西方
人的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的历史观、政治观、法治观三
和优良传统，推动法院事业沿
个维度出发，深刻阐述了以习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前进；

要立足时代定位，从初心使命
的属性、主体、对象、特征等角
度入手，回答好“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的问题，深刻理解
和认识法院人的初心使命，依
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展现司法作为，体现司法担
当。同时，要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着力帮群众解难题，为群
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努
力做到全方位的公平、能感受
的正义、信得过的权威。

男子驾车停应急车道酣睡被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刘传海
本报商丘讯 国庆假期，
高速路上车流如织。10 月 5
日下午，在商丘高速境内，一
位安阳市内黄县的驾驶员苏
某因疲劳犯困竟不顾危险，
将
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呼呼大
睡。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他竟
然打开车辆引擎盖装成故障
车，意欲逃避交警处罚。结
果，苏某被民警依法给予记 6
分、
罚款 200 元的处罚。
据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大队十中队副中队长李
永杰介绍，
当日下午4时许，
他

带领中队人员巡逻到商南高速
41 公里处时，
发现一辆车号为
豫 E85 ×××的小型越野车
停在应急停车道内，
前引擎盖
被打开，
但车辆既没有放置故
障标志，也没有开启故障灯。
民警以为是车辆坏了，
遂上前
查看，
发现驾驶位置的座位靠
背被放平，
驾驶员躺在上面正
呼呼大睡。民警多次敲打车
窗，
才叫醒酣睡的驾驶员。驾
驶员面对民警的询问，
支支吾
吾说是车坏了。
民警帮其检查后，
发现车

辆正常。事实面前，
该驾驶员
才告诉民警实情：他叫苏某，
是安阳市内黄县人。因 4 日
晚上玩的时间太久，
没有休息
好，
驾车从周口市四通镇上高
速准备到山东省金乡县办
事。由于路上车流量大，
精神
紧张，便想停在路边睡一会。
为防碰到交警被处罚，
便灵机
一动，
把引擎盖打开装成故障
车，以为能骗过警察，没想到
被当场识破。随后，
民警依法
对苏某处以驾驶证记 6 分、罚
款 200 元的处罚。

商丘市中医院成功实施

商丘市首例Tubridge
支架治疗动脉瘤手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 老徐是一
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正是要
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突发
脑梗塞导致右下肢力量下
降。孝顺的子女得知父亲生
病后马上送往医院治疗，检
查结果显示左侧颈内动脉
C1 段动脉瘤，因所在医院技
术水平有限，经多方打探后
入住商丘市中医院神经外
科，为明确诊断指导下一步
治疗，该院与家属沟通后先
行完善脑血管造影手术。
为预防再次发生脑梗塞
及动脉瘤破裂出血，手术干
预治疗很有必要。
可是关键问题来了，怎
么治疗？发生在颅外段的夹
层动脉瘤十分少见，目前可
选择的手术方式只有血管重
建术及微创血管内治疗，综
合患者夹层动脉瘤位置，外
科手术暴露困难，手术视野
受限，
要承担巨大手术风险。
据商丘市中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王胜利说，他们与患者家

属耐心沟通了患者病情后，
家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选择行介入微创血管内治
疗。所谓微创血管内治疗是
指神经介入治疗，医生需要
背负 30 斤以上铅衣铅帽在
射线下手术。好多介入医师
长期手术后白细胞下降，腰
椎间盘突出，病人病治好了，
医生却遭受很大健康风险。
为确保患者长期预后疗
效，请商丘市中医院特聘脑
血管病权威天坛医院神经介
入科穆士卿教授会诊后，建
议 tubridge 支架植入术。
据介绍，tubridge 支架
治疗该位置夹层动脉瘤在穆
士卿教授指导下，手术顺利
开展。
据了解，术后患者精神
状态良好，拟早期行针灸，理
疗，中西医联合，促进患者康
复，该手术的开展，填补了整
个商丘医疗领域治疗空白，
标志着商丘市中医院神经外
科达到地区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