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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密讯 （记者李黎祥）
5 月 13日，记者在新疆哈密地区第
二人民医院了解到，两个月内，在
该院从事医疗援疆的 4 名河南医
生成功实施心脏介入、髋关节置换
等各类手术 152例。

据了解，这 4名河南援疆医生
均来自河南中医学院。3月 11日，
他们上班的第一天便参与到危重
病人的抢救之中。面对受援医院
医疗人才相对缺乏和当地各族群

众对医疗需求强烈的现实，他们急
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两个
月内，成功实施手术 152例，其中主
持 113 例、指导 21 例、参与 18 例。
在这 152例手术中，仅心脏介入、髋
关节置换、腰椎骨折等大手术就有
48例。4位援疆医生在用精湛的技
艺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同时，还坚持
疑难病历讨论、教学查房等工作，
做好“传、帮、带”，努力为当地留下
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伍。③11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5月 15
日，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主任会议同意，《关于修改〈河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草
案）》列入将于本月27日召开的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建议议
程。如获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我
省“单独二孩”政策月底就将敲定。

会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有关
同志就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的必要性和《决定（草案）》
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等作了说
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
启动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今

年 2 月，省人大成立了《决定（草
案）》起草小组，向社会各界、有关
单位征求了意见，并到部分市进行
了调研。根据测算，如果我省实行
该政策，并且凡是符合此条件的

“单独”夫妻全部生育第二个子女，
预计人口自然增长率会上升 0.5至
0.7个千分点，不会影响我省“十二
五”人口发展目标的实现。

《决定（草案）》还加强了对计
划生育困难家庭的救助，对于独生
子女残疾、死亡的家庭和“失独失
能”老人等，制定了标准更高的救
助措施。③10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
5月 14日，在济源市天坛街道办龙
潭湖建设工地，一座金代砖室墓
被挖出，这是该市首次发现有明
确纪年的金代墓葬。更具研究价
值的是，该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墓
主人生前和死后的多舛命运，堪
称一部传奇。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墓葬位于
天坛街道办古济水源头正在开挖
的龙潭湖的湖底。墓葬分为墓室

和墓门两个部分，均由宽大的青砖
砌成。青砖铺底，条砖砌壁，墓室
有尸骨一具，骨骼全部呈黑色，散
放于墓底。

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是，在墓
内发现了一块墓碑，上书《故赠登州
防御史杨公墓碣》，详细记述了墓主
人凄惨坎坷的人生经历。

该墓志内容丰富，言词恳切，
对研究宋金时期的政治、军事、水
利等都有重要意义。③12

本报讯 济源市高度重视省委
宣传部等 9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新
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在全市
广泛宣传，并在当地媒体公布了举
报电话，征集举报线索，认真开展清
查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5月 13
日，根据举报，该市查处一起假冒记
者招摇撞骗案件，抓获嫌疑人3名。

5 月 13 日上午，3 名男子来到
济源市某单位要求采访该单位领
导，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 3人具体
采访事宜，并要求出示相关采访证
件，3人回答含糊不清，出示了“中
华通讯社新闻工作证”和“华语新
闻通讯社特邀记者证”，另外一人
未出示证件。办公室工作人员感
觉 3 人言谈举止蹊跷，证件存疑，
对 3人身份产生怀疑，立即向公安
机关和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进行举报。

济源市公安局在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警，将 3名男子带回公安机
关进行调查。经济源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支队核实，李某某持有的

“中华通讯社新闻工作证”和张某
某持有的“特邀记者证”均不属于
新闻记者证，不能从事新闻采访活
动，为非法证件。

济源市警方查明，李某某，西
华县农民；张某某，临颍县农民；徐
某某，临颍县农民。3人于5月12日
晚结伴从漯河到达济源，13日早即
到济源市某单位“采访”，寄望通过

“新闻采访”，满足个人利益。14日，
济源市公安局认定 3名嫌疑人假冒
记者，持非法新闻采访证件招摇撞
骗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依法对 3人实施行政拘留。目
前，公安机关正在对 3人进行进一
步调查。③12 （本报记者）

5月 7日傍晚，开封敦复书院为杞县杞
萌小学 200名孩子举办的“德行好少年训
练营”活动接近尾声。夕阳的余晖映衬着
活动现场温馨动人的一幕，是孩子们在为
父母洗脚。很多家长看着平日里骄纵任性
的孩子认真地用小手给自己洗脚，感动和
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开封敦复书院是一个以传播孝道、仁
慈、诚信、礼仪等传统文化为己任的纯公益
性质的国学培训基地，也是开封市道德讲

堂总堂所在地。学员们无论是来听讲培
训，还是在此用餐住宿，一律免费。“只有让
学员吃好住好，才能学好。”5月 15日，王英
杰对记者说。今年 61岁的王英杰，是敦复
书院的创始人、投资者、院长。

提供免费食宿只是书院日常开销的
一部分，这里每个月的花销大概在 10万元
左右。而在建院之前，王英杰就带着半生
辛苦置办下的千万资产，从商海全身而退，
只为不受干扰地全力办书院。

“敦复”语出《易经》“敦复，无悔”，意为
敦厚忠实地复归正道。王英杰告诉记者，

他以此为书院命名，是因为在他看来，“老
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就是“正道”。

建院之初帮手不足，王英杰一家只得全
家齐“上阵”：王英杰负责全国各地请老师，夫
人在家组织培训义工，大女儿帮着主持、领
读，小女儿就去接待请来的老师们……

忙碌的一家人中，大女儿王晓丽曾是
最不理解、最不支持父母办书院的。然而
不情不愿地帮了几回忙、听了几次课以后
王晓丽彻底转变了态度。她告诉记者：“给
学生资助一万元，就能助他一个人上大学；
但是办学校，造福的是无数个家庭。”

就这样，王英杰一家为敦复之梦不辞
劳苦，敦复精神也就此融入全家人的血
脉。他们甘之如饴、积善无悔，在家乡人们
的精神世界中植树造林、搭桥修路，努力打
造出一片滋润人心的绿水青山。③11

舍千万资产办义务学堂
□本报记者 屈晓妍

舞阳县吴城镇黄庄村，一个普通的
农家小院。82岁的赵伏妮老太太坐在院
子里晒太阳，儿媳妇、孙媳妇围坐旁边一
边拉家常一边侍弄手头的活计，重孙子
骑着童车在院里撒欢。

5 月 15 日下午的这一幕，正是赵伏
妮老太太无数个普通日子的真实写照。
儿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她和媳妇们在家
中和睦地生活着。

“想不到娶的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孝
顺，日子过得真美。”赵伏妮老太太质朴
的话中掩饰不住自豪和满足。

自丈夫去世后的十多年间，赵伏妮
的五个儿媳妇争着、抢着赡养她，为此还

发生过“抢”婆婆的一幕呢。
记得那是个春天，赵伏妮老太太在

老四家突然不见了，当妯娌兄弟们焦急
万分寻找时，二媳妇凤枝带着老太太从
村外回来了，说：“我带娘出门兜兜风。
我刚才已经跟娘商量好了，以后就在我
家常住，谁家也不去了！”然而，另外妯娌
四个说什么也不同意。于是一场“抢”婆
婆的“大战”就这样开始了，谁也不肯相
让。这也惊动了村里不少老少爷们、婶
子大娘们。

村党支部书记黄翠敏听说后来到现
场“调解”，最后商定，老太太在每家轮住
半年。

就这样，五个媳妇每家赡养婆婆半
年，老太太到了哪一家，吃的、用的都归

哪家管，他们各家也会提前把老人的衣
服晾晒好叠整齐，新棉花被子把床铺铺
得柔软暖和，就连老太太不经常使用的
拐杖每家都备了一个。五妯娌暗地里
有个心照不宣的君子协议，如果谁稍有
不孝不敬的言行，便取消她赡养老人的
一切权利和义务。村民评价，在全村，
赵 伏 妮 老 太 太 穿 得 最 体 面 ，活 得 最 滋
润。

“是婆婆的行动影响了俺们。”谈起
孝行，五妯娌总爱夸她们的婆婆。因为
家里人口多，赵伏妮家曾是全村最穷的，
赵伏妮不光操持全家，还悉心照顾双目
失明的婆婆 40多年，直到终老。

互助孝老的家风在赵伏妮老太太家
一代代传递着。老人说，从儿子、儿媳到
孙子、孙媳再到重孙子、重孙女，没有一
个不懂事不孝顺的，前一段时间，老太太
身体不舒服输液时，不到 2岁的重孙子硕
硕居然主动帮太奶奶提尿盆，这事让老
太太欣慰了很久。③12

五个媳妇“抢”婆婆
□本报记者 惠 婷

本报讯 (记者陈小平 实习生吕巧力)
5月 15日，记者从省招生办获悉，我省 2014
年普通中专春季招生报名开始，即日起，符
合条件者可选择网上报名或现场报名，普
通中专春季招收的新生一律免试入学。

按照我省 2014年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
生计划，普通中专春季招生对象为初、高中
毕业生（含同等学力）；招生学校为省教育
厅公布的普通中专层次的招生学校，“3+2”
分段制和五年一贯制专科不参加春季招
生。符合条件的考生可持学历证明、身份
证或户口簿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名，也
可以通过河南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服
务 平 台 http://zzlq.heao.gov.cn 网 上 选 报 学
校。录取的新生纳入 2014年招生计划，普
通中专春季招收的新生一律免试入学。

对符合条件的考生，招生学校将于
5 月 21 日～23 日到省招办办理春季招生
录取手续，新生办理录取手续后，不得再参
加秋季招生录取。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一年
制普通中专，须提供新生高中及以上学校
(含同等学力)毕业证书原件，经省招生办
审核通过后，再办理录取手续。③12

本报讯 （记者惠 婷 实习生王绿扬）
5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大学获悉，2014 年
该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简章正式发布，总
计划招生 170人。

今年河南大学将首次实施自主选拔招
生“自强计划”，面向全省农村地区招收符
合条件的优秀考生 80 人。据了解，“自强
计划”共投放专业 19个，包括文史类 7个，
理工类 12 个，选拔范围为全省贫困县、其
他农村地区县及县以下乡镇农村中学。“自
强计划”以学校为单位统一推荐，不接受考
生个人报名。

此外，河南大学将自主招收经济学、英
语、地学 3 个专业实验班，招生计划 90 人

（文理兼收），每班 30人。专业实验班实行
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 2014年 6月 9日-14
日。符合报考条件的每位考生只能选报 3
个专业实验班中的 1个，不得兼报。

据介绍，报考“自强计划”的考生通过
审查、公示无异议，将不再参加单独考试，而
按照分数优先原则确定录取专业。报考专业
实验班的考生将在6月22日进行自主选拔录
取考试。考试以面试形式进行，采取个人陈
述、随机抽题作答、回答评委提问的方式。考
生可登录河南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zs.he⁃
nu.edu.cn）查看详细信息。③12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5月 14日，记者
从省招生办获悉，5月 18日，我省将进行普
通高招网上填报志愿补充模拟演练，所有
参加今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

（含对口生、专升本考生），特别是未参加首
次模拟演练的考生都须参与演练，否则视
为自动放弃。

据了解，为了使考生熟悉网上填报志愿
系统，避免因误操作影响志愿填报，5月 11
日，我省举行了一次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
志愿模拟演练。5月 18日，我省将进行考前
最后一次高招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此次模拟演练时间为 5月 18日 8时至
18 时，省招办要求，所有已报名参加 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特别是
未参加 11日演练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
参加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否则将视为
自动放弃。

各县招生办、中学要为不具备上网条
件的考生提供上网模拟演练机会，确保每
个考生都熟悉和了解网上填报志愿系统。
演练期间，须由考生本人操作，不得由其他
人代替填报志愿。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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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单独二孩”政策
有望本月底通过

河南 4名援疆医生

2个月成功实施手术152例

济源首次发现金代纪年墓

三名假记者招摇撞骗被抓获

本报讯 （记者李 力）为纪念
焦裕禄同志逝世 50 周年，深入挖
掘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和内涵，5月
15 日，由省委党校举办的河南省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研讨会
在郑州召开。来自省委党校、省社
科院和高校等的近 60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
阐述了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一
致认为，深入持久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神，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的迫切需要；是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强
大动力；是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
伍的内在要求。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神具有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是
一项永恒课题和长期任务。

大家一致认为，焦裕禄精神内
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在亲

民爱民的公仆情怀、求真务实的良
好作风、实干苦干的奋斗精神、勤
俭奉公的道德情操。这四个方面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贯穿其中的一
条主线，就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
务。这是我们党的宗旨的集中体
现，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集
中代表了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和核心
价值，集中代表了我们党的优良作
风和群众路线。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的落脚点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加
强党性修养、做好本职工作。我们
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就要像焦
裕禄同志那样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以实际行
动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造
福人民群众，就是要坚持慎独慎微，
自觉拒腐蚀、永不沾，始终保持共产
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③6

河南省大力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研讨会在郑召开

我省普通中专
春季招生启动

河大今年计划
自主招生170人

高招网报志愿本周日
最后一次模拟演练

5 月 15
日 ，中 原 油
田华苑公司
针织一厂张
师傅收到了
工会的生日
礼物。该公
司是油田福
利 企 业 ，约
有 500 名 身
体残疾的职
工。⑤4
白国强 摄

5月 14日晚 9时在郑州火车站，一群特殊的旅客在
志愿者的引导下，相互搀扶着，开始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旅
行。此次活动是由河南省志愿者联合会、郑州市志愿者
联合会等机构举办，行程安排充分考虑盲人朋友的特殊
性。郑州铁路局主动协调购票、进站工作，让盲人朋友们
全部购得往返程卧铺下铺车票。几位从未出门旅行过的
盲人朋友对此次旅行充满期待。⑤4邓 放 李躬亿 摄

带着盲人去旅行

■招生速递

本报讯 （记者李旭兵）基层医院医疗人
才不够，省级医院患者人满为患，如何破解
新形势下的“看病难”？5月 15日，记者从省
政府召开的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加快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
设，探索建立有序就医机制，以促进患者的
合理“分流”。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成重头戏
在这次会议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被定为今年我省医改工作的重头戏。
2013 年，我省有 40 个试点县（市）共 52

家综合医院纳入全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按照规定取消了 15%的药品加成，目前
这些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次均门诊药品费
用、次均住院药品费用同比均有下降。总结
试点县（市）的探索，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当天的会议透露，根据省医改领导小组

的要求，我省成立专门班子，正研究起草我
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今年还将召开现场推进会，进行专题部署。

据介绍，未来出台的实施意见，将重点
在落实政府投入责任、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建立考核评价体系、构
建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基层人才培养 6个方
面实现实质性突破，在推进建立法人治理结
构、药品流通体系改革、支付方式改革等方
面积极探索，形成我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的基本路子。

探索建立有序就医机制
造成新的“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无序就医。为解决此问题，当天的会议提
出，必须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制度，形成小病在乡（镇）或社区医疗机构，大
病到医院，包括县医院和城市医院，康复回乡

（镇）、社区医疗机构的格局，构建有序就医机
制，实现群众就近、方便、放心、满意就医。

医联体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一个有
效载体。据了解，今年，我省将选择部分市、
县推进医联体试点，通过探索建立医保调
节、医师多点执业、资源共享、利益合理分享
等机制，促进形成有序就医格局。在县域医
联体试点中，县级医院将通过多种形式与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加
快形成县乡村一体化服务、分工明确的分级
诊疗体系，努力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
的目标。同时，县级医院按照自愿的原则，
与城市三甲医院建立协作关系。

当天的会议特别强调，“在医联体实施
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大医院盲目扩张、占地
盘、抢病人、虹吸基层、形成垄断等问题。”

提高人均医保补助标准
今年，我省将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继续

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标建设，配齐必需
设备，增强服务功能；同时扩大政府购买服务
的范围，把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
到 35元，要把 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任务交由村卫生室承担；全面落实好村医各
项政策，稳定优化乡村医生队伍。

今年我省继续巩固和扩大城乡居民医
保覆盖面，把城乡居民医保的政府补助标
准从 2013 年的每人每年 280 元提高到今年
每人每年 320 元。同时，新农合将进一步
扩大跨省即时结报实施范围，城镇居民医
保 要 基 本 实 现 省 内 异 地 就 医 即 时 结 算 。
新农合大病保险试点扩大到所有省辖市，
为明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奠定基
础。③10

基层医院强“筋骨” 大型医院防“虚胖”

我省为“看病难”开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