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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许昌市许昌县法院
采取建立法官村长工作机制、
建立院领导班子成员三联三知
长效机制、建立司法为民督导
机制、设立诉讼接待站和村级
诉讼联系点、设立“流动法庭”、
设立诉讼服务中心六项具体措
施，从群众最关心的具体问题
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
改起，切实解决好联系和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近3个月，开展巡回法庭

22场，下基层走访群众1000多
人次、接受电话咨询300多人
次，诉前联调家事、邻里等纠纷
49 件，调解成功率为 100%。
还开展了法制宣传、巡回办案、
带案下访、回访帮教等一系列
惠民活动，真正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了便捷、周到、高效的司法
服务。 （李鸣 李雨）

今年 6月 16日至 20日，洛阳
市老城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宣
讲周活动，由该区安委会牵头 25
家单位参加。洛阳市安监局副
局长赵新东、老城区组织部长李
金乐等领导于 6 月 16 日到现场
进行了观摩指导。

宣讲周期间，围绕“强化红
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的主题，

共宣讲 13 场，出动宣传车 9 辆，
悬挂横幅56条，制作宣传展板48
余块，发放写有安全常识的小扇
子 1 万余个、宣传彩页 8000 余
份、宣传书籍 500 余本。宣讲了
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
话、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抢
险和自救常识等内容，受到群众
一致好评。 （刘亚飞）

商丘民权县人和镇以整
治乱搭乱建、占道经营为切
入点，全力推进小城镇综合
整治提升工程。该镇小城镇
办会同市容、交警、工商等相
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以清理占
道经营为重点的执法大检
查，共出动宣传车 2 辆，清理

整治街道 4 条，清除落地招
牌 200 多个，规范固定商户
442 户。同时，专门成立了
环卫队伍，加强镇垃圾转运
站的运营管理和镇区环境卫
生日常管理，镇区主要街道
基本实现了全天候保洁。

（黄河）

人和镇实施小城镇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一是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新乡红旗区西街办事处党工委
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统战信息
宣传工作小组，明确责任，每月
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报送统战
的信息稿件，确保任务落到实
处。二是积极主动、认真学习。
为提高统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

质，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集中
培训学习，使大家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是深入排查，落实问题。定期
开展排查，发现各类矛盾隐患，
进行梳理分类和登记备案。并
根据存在的矛盾纠纷进行督察，
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霍瑞）

新乡红旗区西街办事处三举措做好统战工作

六项措施切实解决好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洛阳市老城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宣讲周活动
“‘腐败’如动物体内原

始的病菌，‘防腐’让美丽的
人生永葆青春……”近日，
偃师市环保局一位党员收
到这样一条廉政短信。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
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广大党
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偃师市
纪委驻环保局纪检组不断创
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形式。
自去年5月以来，偃师市纪委
驻环保局纪检组充分利用现
代通讯工具快捷、方便、覆盖
面广的优势，构建廉政短信平
台，向全局党员干部发送廉政
短信，用精练的廉政警言提醒
广大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和清廉的本色，做到廉
洁自律。

偃师市纪委驻环保局
纪检组还把“廉政短信”作

为常态化的廉政教育方式，
每月定期以短信形式开展
警示教育，引导廉政舆论导
向，达到宣传警示的效果，
使单位党员干部经常受到
勤政廉洁的教育和熏陶，从
思想源头上筑牢防腐大堤。

短信字数不多，但句句
针对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方
面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让
廉洁自律意识渗透到每位党
员干部思想深处，做到防微
杜渐、警钟长鸣，使廉政教育
真正入眼、入脑、入心，增强
了党员干部的廉洁从业意
识，激励了党员干部扎实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截至目前，偃师市纪委
驻环保局纪检组已向全体党
员干部发送廉政短信30余
条。 (杨润改 刘建斌)

廉政短信给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河南省中原棉纺织厂职工医院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根据市政府国企改制工作部署，现将河南省中原棉纺
织厂职工医院整体国有产权在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现予以公告。

河南省中原棉纺织厂职工医院位于新乡市中原路5号，创
建于1984年，为市属国有企业，占地面积2472.57平方米，从事
医疗卫生服务。现有职工38人，在职职工37人，退休职工1人。

经中介机构评估，截至2013年9月30日，转让标的企业
资产总额为 292.69万元，负债总额为 80.04万元，净资产总
额为 212.65万元，评估报告已经新乡市国资委备案。受让
方详细的受让条款，请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咨
询或查阅交易管理中心网站。

报名自公告刊登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2014 年 6 月 26
日-2014年7月23日）。

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网站：http://www.xxggzy.cn。
联系地址：新乡市人民东路与新二街交叉口东北角新

乡市市民中心大楼5楼516房间
联系电话：0373-3055037
联系人：石燕莉

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新乡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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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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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快讯

世界杯开赛，每场精彩都在凌晨
上演。这让众多球迷异常兴奋,熬夜
看球也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可是
这样持续一个月，有多少铁杆球迷能
有这样的“铁杆身体”？

狂欢世界杯，健康尤重要。下面
就让省会专家支招，助球迷过一个激
情而又健康的世界杯。

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

由于时差的关系，世界杯赛事大
都在夜间或凌晨进行，球迷们熬夜看
球，睡眠长期不足，生物钟被打乱，身
体抵抗力也会随之减弱。

专家支招：争取时间补觉

郑州人民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
医师徐建英建议，处于生长发育期的
学生、体质相对较弱的老人、孕妇切
不可熬夜看球。健康成人若熬夜看
球，白天应利用空闲时间补觉，即使
时间短对精力恢复也很有帮助。晚
饭后应尽早休息，到比赛时间再起
来，以尽量保证睡眠时间。徐建英提

醒球迷，即使是观战也要有“中场休
息”，最好不要连续看几场比赛。

长时间用眼，眼睛干涩疲劳

不少球迷半夜看球怕影响家人
休息，多把灯关掉，音量调得很低，只
能近距离看电视，时间一长就会出现

眼睛充血、干涩、红肿疼痛、视物模糊
等一系列症状。

专家支招：有意识多眨眼，隐形
眼镜要去掉

郑州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刘平
提醒球迷，看球时要多眨眼，在球赛
中场休息时，应到阳台或窗边远眺，

让眼睛得到休息，也可滴人工泪液保
持角膜湿润，并注意不要配戴隐形眼
镜看球。长时间看球后，要适当地做
眼部按摩。另外，熬夜看球时室内最
好开着灯，保证亮度。有干眼症、高
度近视、青光眼发病倾向的人，不适
宜长时间熬夜看球。

啤酒+烧烤，肠胃吃不消

啤酒和足球，可是天生的一对
儿，但这对肠胃却是一大挑战。深
夜，人的肠胃处于休息状态，消化功
能相对较弱。这时啤酒、烧烤猛吃一
通，很容易引发胃肠疾病。

专家支招：清淡、易消化食物为
夜宵首选

清淡、易消化的夜宵才易被胃肠
接受。郑州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马应杰介绍，晚上宵夜尽量以水果、
面包、清粥小菜等易消化的食物为首
选。看球过程中还要注意补充水分，
适量喝一些咖啡提神是可以的，但每
天不要超过 4 杯。最好选择枸杞大

枣茶、菊花茶、绿茶等去火功效明显
的饮品。

激动亢奋，心脑血管疾病
等急性发作

看球者的心情大多比较激动，处
于亢奋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肌体随着中枢神经的兴奋也相
应发生一系列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
病等急性发作。

专家支招：保持平常心，适当动
一动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石海莉说，人
体血液的黏稠度比较高，如果长时
间保持一种姿势，并且精力过于集
中，变换姿势或情绪激动时就会使
血栓突然涌向右心室，造成血管栓
塞，严重时可能导致猝死。因此，看
球赛时，要适当动一动。当出现胸
闷、气喘等不适时，则要立即停止观
看球赛，好好休息，严重的还要及时
上医院检查。

狂欢世界杯 健康当珍惜
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贺婉樱 王建明

前不久，52岁的李某，反
复出现左侧肢体一过性偏瘫，
住院后仍频繁发作。在河南省
中医院做全脑血管造影检查后
发现，右侧颈动脉开口处有多
发不稳定性斑块。确诊后，该
院脑病科以刘志华主任为组长
的神经介入小组果断为患者斑
块堵塞的右侧颈动脉内置入支
架，患者才得以顺利康复。

近年来，因脑中风引起的
死亡，连续多年超过心血管病
和癌症，高居我国因病死亡的
第一位。长期以来，很多脑中
风的高危人群，只重视抢救，不
知道预防。其实，脑中风完全
可以有效预防。

预防脑中风的一个有效
方法就是颈动脉彩超。中华
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陇德曾发出忠告，45岁
以上女性、55岁以上男性，若

有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
三酯、高血糖、冠心病、慢性牙
周病、缺血性眼病及长期吸
烟、喝酒等任何一种因素；中
青年若有上述两种因素，就要
做颈动脉彩超检查。

“引起脑中风的血栓，往
往是颈动脉的血栓，它随血
液上行堵塞了脑血管，这才
导致了中风，”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主任刘永生
说，“然而，在比肩接踵的体检
人群中，选择颈动脉彩超的人
不足体检总人数的1/5。如果
李某事先知道颈动脉彩超检
查的重要性，在体检时做了
该项检查，就能及早查出斑
块的大小、位置以及斑块的
性质，提前进行药物干预，
就不会出现偏瘫症状，更不
用做支架手术了。”

（丁翠翠）

河南誉美肾病医院的专
家团队，经过数年研究发现：
糖尿病患者一周吃两次鱼有
助于预防糖尿病最严重的并
发症——糖尿病肾病。

誉美专家团队通过对2.2
万名中老年人的饮食习惯进
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超过
8%的糖尿病人有蛋白尿症
状，而非糖尿病人中有这个症
状的不到1%。尿中出现蛋白
质是肾病的早期表现。一旦
情况恶化，将发展成为更严重
的肾脏疾病，甚至可能增加心
脏病发作的几率。

誉美专家进一步研究发
现，在糖尿病人中，吃鱼频率
低于每周一次的，18%有蛋

白尿，而频率高于每周一次
的 ，有 蛋 白 尿 的 比 例 降 到
4%。这个结果表明，多吃鱼
能预防因为糖尿病而导致的
肾脏损害。可能是鱼油改善
了血脂状况，从而减少了肾
病的发生，也有可能是鱼肉
中的蛋白质等微量元素对肾
脏有保护作用。其中的因果
关系，誉美专家正在研究中。

院址：河南淇县同济大
道一号

咨询热线：0392-7221333
医院网站：
www.hntjsbyy.com
免费电话：
800-9191-555
（固定电话拨打）

温馨提示

6 月 21 日，对年逾古稀的孙老先生
来说，是他再次重拾信心、回归青春的
一天。

今天，孙老先生在悦耳的“咔嚓咔
嚓”中，一股久违的苹果汁液流入他的
喉咙，充斥着他的味蕾与感官。

25年了，这种爽快使他热泪盈眶。
这是河南赛思口腔医院种植中心

继 5 月 29 日成功为 76 岁老人实施全口
种植一日重建手术后，再次独立完成的
一例“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手
术，在拔除孙老先生 5 颗患牙植入 4 颗
植体后，于当天戴上全口美观的固定义
齿，实现当天咬苹果，填补了我省在这
一技术领域的空白。

从 25 年前缺失第一颗牙开始，孙
老先生的活动假牙数量逐年增加，特
别是近期吃饭咬物十分不便，经常一

不小心就会咬到舌头或者颊侧黏膜，
较硬食物他已不敢问津。经该院种
植中心医师检查，发现他的下颌仅有
5 颗余留牙，且因牙周病的影响，牙槽
骨已严重萎缩，5 颗余留牙也伴有不
同程度的松动，如采用常规的种植方
法需种植 8 颗种植体来固定全口义
齿，手术创伤大、风险高，后经河南口
腔种植中心主任、种植修复专家何宝
杰 院 长 会 诊 ，成 功 为 患 者 实 施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手术，
术中即刻拔除 5 颗余留牙，即刻植入 4
颗种植体，仅用 9 小时成功完成种植
—制取印模—义齿制作—佩戴等全
部过程，患者当天完成了全口种植义
齿修复。

牙列缺失的种植修复在牙科医学
界被认为是复杂的病例，由于牙槽骨骨

量严重萎缩，患者往往需要先接受植骨
手术，才可以进行种植，这需要通过多
次手术、经历较长的愈合期以及承担较
高的治疗费用。而国际著名牙科医生
马 泷（Paulo Malo）博 士 发 明 的

“All-on-4”种植技术，就可以避免上颌
窦提升和骨块移植等植骨手术，且在不
植骨的情况下，种植 4 颗植体便可以使
无牙颌患者在一天之内获得全口美观
的固定式义齿。

为了将此项技术引进河南并惠及
更多无牙颌患者，何宝杰院长曾赴葡
萄牙里斯本 Malo Clinic 考察学习，
2014 年 4 月 25 日，河南赛思口腔医院
与 Malo Clinic 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多
次受到马泷博士的技术指导与帮助，
成功开展了“All-on-4”全口种植一日
重建技术。

科技前沿

女儿的天塌了

6月8日，高考的最后一天，对17岁
女孩董梦娟来说，既是轻松愉悦的一
天，又是当头棒喝的一天。爸爸因车
祸，住进医院，人事不省。

同时，身患严重癫痫病的妈妈，在
家里出事后，癫痫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
繁。梦娟的姥姥告诉记者，梦娟的学习
成绩很好，今年高考估了500多分，上个
好一点的大学很有把握，可现在怕是没
法上大学了。

医院伸手拉一把

就在董梦娟万念俱灰之际，河南省
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向她伸出了援
助关爱之手。

“现在快中午了，时间不等人，立即准
备医疗药品，马上出发，路上买些吃的边走

边吃。”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院长吕路线说。
一条条“绿色通道”为梦娟的妈妈

打开……
急诊科、神经内科、内科、精神科等

相关专家组成的急救小组紧张地开展
工作，6 月 8 日 11 时 10 分，救护车风驰
电掣般驶出医院大门，直奔封丘县应举
镇前仝庄村。

医护人员张萍在路上告诉记者：
“梦娟妈妈的癫痫发病多年，情况比较
严重。”由于长期得不到正规治疗，频发
的癫痫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梦娟妈妈的
智力，导致她生活懒散，情感淡漠，意志
活动减退。“到医院后，我们会根据相关
检查和梦娟妈妈的身体情况制定一个
详细的治疗计划。”

感动在延续

在医院神经内科的重症监护室里，董

梦娟的姥姥一会儿看看躺在病床上的女
儿，一会儿看看病床周围抢救女儿生命的
白衣天使，眼角的泪水始终没有干过……

“大娘，这 200 块钱算我的一点心
意，您收下吧……”在董梦娟妈妈的病
床旁边，同在重症监护室陪护家人的
大妈，流着眼泪拿出 200 元硬塞到董梦
娟姥姥手中。

“大娘，您家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医
院餐厅决定免费包你们娘俩吃饭。”

“大娘，这是我们神经内科全体医
护人员的一点心意。”张萍带着科室医
护人员将生活用品和水果交到董梦娟
姥姥手中。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决定将梦娟妈
妈的住院治疗费用全部减免。截至记
者发稿时，爱心活动仍在医院涌动。现
在董梦娟的妈妈病情已稳定，不日就可
回家。 （李淑丽 黄洪勇）

新闻速递

6 月 15 日至 20 日，持
续 6 天的大型国际公益医
疗活动“分娩镇痛中国行”
在郑大三附院启动。16名
来自全美著名院校附属医
院的麻醉科、产科专家与
郑大三附院联手，通过学
术交流、床边临床实践指
导等形式，推动分娩镇痛
新技术在河南的应用推
广。此次活动旨在传授推
广分娩镇痛新技术，建立
安全的医疗流程，推动安
全有效的分娩镇痛，提升
河南乃至整个中部地区分
娩镇痛技术水平，降低剖
宫产率。

分娩镇痛俗称“无痛分
娩”，是指通过各种方法来
减轻产妇分娩时的疼痛或
者使疼痛消失。“分娩镇痛
中国行”是由美国西北大学
芬堡医学院于2006年开始
策划并在中国推广的一项
公益性活动。活动旨在推
行安全有效的分娩镇痛，降
低高剖宫产率，提高产妇、
胎儿及新生儿的安全性。
目前该活动已经到过国内
的15家医院，在省级、国家
级学术会议进行讲座 100
余次，出版了6本相关内容
的专业和科普书籍。

（华小亚）

为 了 最 大 程 度 地 整
合、共享与利用双方的资
源、技术、平台和学科优
势，近日，郑州市疾控中心
与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郑州市肿瘤医院）正式签
订了肿瘤防治合作协议。

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
化，肿瘤已成为危害人们
健康的重要疾病。但目前
以治疗为主的肿瘤防控手

段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弊
端，因此加强“防治结合”，
发挥疾控机构的组织协调
能力和医院的临床技术优
势，探索预防+治疗的综合
性肿瘤防治模式，达到让
肿瘤患者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提高生存率和生
活质量，降低人群发病率，
是 肿 瘤 防 治 的 最 终 目
标。 （阎秀芳）

6 月 21 日是夏至，郑
州市中医院开始今年“冬
病夏治”第一次贴敷，千余
名居民赶来贴敷治疗。为

了方便市民的就诊贴敷，
该院专门在门诊大厅开设
贴敷点。

（路瑞娜）

6 月 21 日，由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指导，环球时
报社、生命时报社主办，安
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支持的“第二届中国营养
传播大会暨2014安利纽崔
莱营养中国行活动”正式
启动。

公众的营养误区在哪
里，需要哪些方面的营养指
导？为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多家
单位共同开展了2014年“中
国公众营养素养网络调
查”，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预
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于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但此次调查显示，网民对食
品营养标签的了解依然非
常少。启动仪式上，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的马冠生研究员
分享了这次调查的结果，他
认为，我国网民在营养健康
认知上存在不少“老大难”
和“新问题”。比如对每天

能吃多少油和盐，公众的认
知度一直都很低。“新问题”
更需要引起关注。营养标
签是消费者了解包装食品
的营养价值，促进合理选择
的有效工具，但绝大部分人
不知道营养标签，更不具备
相关知识，在选择食品时也
很少特意关注。

据悉，为支持公众营
养健康教育，从 7 月开始，

“2014 安利纽崔莱营养中
国行”将走进北京、上海、
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辽宁、河南 10 个
省市，集中关注慢性疾病、
青少年健康、白领健康、体
重管理、植物营养素五大
方向，通过与当地营养专
家及媒体、居民的互动，带
去一次全媒体营养传播的
科学盛宴。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活动将借助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打造
网 络 空 间 的 舌 尖 3.0 时
代。 （张庆丽）

颈动脉斑块
中风的祸根

全口一日重建技术填补我省空白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于海燕

爱心在病房里延续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分娩镇痛中国行”走进河南

2014营养中国行将走进十座城市

郑州市疾控中心

强强联手防肿瘤

郑州市中医院

冬病夏治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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