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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专程到新县出席鄂豫皖革命老区涉
军维权座谈会，充分肯定信阳法院涉
军维权工作，将信阳法院涉军维权“四
用工作法”，总结为涉军维权的“信阳
模式”。7 月 20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全省法院学习推广涉军维权

“信阳模式”座谈会，涉军维权“信阳模
式”在全省推广。

用情倾注，不断激发
涉军维权工作的精神动力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别
山军民团结一心，并肩战斗，先后有200
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

正是信阳辉煌的红色历史和延续
不断的从军热情，使信阳成为军烈属
以及老革命后代等红色群体相对集中
的地区，各类涉军优抚对象达 30 万
人，居全省第一。同时信阳又是驻军
大市、兵源大市，每年应征入伍青年达
4000 多人。

作为老区法院，做好涉军维权工作
责无旁贷，这既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
题中之义，又是回应涉军红色群体司法
需求的时代责任。信阳两级法院通过
组织干警参观学习、慰问军烈属等多种
形式，引导干警从担当政治责任、回馈
先烈功勋等方面深化认识，增强做好涉
军维权工作的思想共识和情感认同。

用心谋划，持续夯实
涉军维权工作的实践基础

涉军维权工作对象特别、性质特
殊，信阳法院坚持“谋事要实”的观念，
注重完善涉军维权工作的实践机制。
两级法院成立涉军维权工作领导小
组，“一把手”亲自挂帅，亲自督办。统
一建立涉军维权合议庭和巡回审判合
议庭，所有涉军案件归口审理，优先立
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优先救助。
建立涉军案件台账，一案一表，集中管
理，立案时作出“涉军”标志，重要节点
实时监控，确保公正办理，并将办理结
果向所在部队或军人军属反馈。

2012 年以来，信阳两级法院办结
涉军案件 1313 件，办理部队反映事项
192 件，共为 76 名困难军人军属减缓

免交诉讼费用 43.64 万元，80%的涉军
案件在 3 个月内审结。

用智创新，着力彰显
涉军维权工作的时代特色

新的形势，呼唤涉军维权工作创
造新的思路。信阳法院创新性地把老
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赤卫队员、
军烈属以及老革命后代等红色群体全
部纳入涉军维权工作的服务范围，让
对革命作出过贡献的红色群体都能得
到司法的特别关怀。

在优抚对象比较集中的地方，设
立了 17 个巡回审判点，开展巡回审
判。成立医疗和交通等专业涉军维权
合议庭，处置涉军医疗纠纷和涉军交
通事故纠纷案件 53件。建立涉军维权
社会法庭，调处各类涉军纠纷 752 件。
建立涉军维权服务联系点，形成了覆
盖全市的涉军维权服务网络；开设涉
军维权电话，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信阳两级法院 11个官方微信平台
上设立涉军维权专栏，其中信阳中院官
方微信在全国司法类政务微信中排名
第二，使涉军维权工作服务更加便捷。

用力借势，广泛凝聚
涉军维权工作的整体合力

信阳市委成立涉军维权工作领导
小组，把法院涉军维权工作作为市委
常委议军会议重要议题。军地联席会
议将涉军案件信息及时通报，借助军
分区、各驻军单位和武装部协助办理
涉军诉讼。

法院在处理涉军案件过程中，尤
其是在处理军婚、赡养抚养等民事纠
纷中，注重发挥基层组织和各种社会
力量作用，将审判机关的“法理式”释
明与社会力量的“情理式”劝解有机结
合，力求服判息诉、案结事了。

在 7 月 10 日的鄂豫皖革命老区涉
军维权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说，人民法院要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怀着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坚持用心用情用
法，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
法权益，不断提升涉军维权工作成
效。开辟“绿色通道”，设立专门审判
机构，拓展服务范围，积极探索涉军维
权工作新途径的“信阳模式”，取得良
好成效，值得广泛推广。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王明强 黄 涛

7 月 27 日，在郑州市环保局
11 楼东头一间办公室里，局办公
室文秘科员朱永宏一会儿接传
真、一会儿打电话，忙个不停。

朱永宏，曾在济南军区第五
十四集团军秋收起义红二团炮
兵营任政治教导员，参加过 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和 2008 年汶川
抗震救灾，被集团军表彰为“爱民
守纪模范先进个人”。

1998 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
朱永宏主动申请参加抗洪抢险，
当时他是一名排长。在湖北省

洪湖镇危险地段，他冒着炎热酷
暑、蚊虫叮咬，转移安置受灾群
众、运送救灾物资、抢通水毁道
路。当时正值盛夏，长时间超强
度的紫外线直射，让朱永宏的脸
上永远留下了暴晒的雀斑和灼
伤的“红脸蛋”。

参加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
的时候，他已经是营政治教导员
了。刚进入灾区，道路已经塌陷，
沿途余震不断，他带着营队的士
兵沿着山路徒步走了一个晚上，
才到达抢险搜救地点。接下来
100 多天的时间里，汶川县的映
秀镇、漩口镇、三江镇，都留下了

他和战士们转移抢救伤员、建设
希望小学、捐助受灾儿童的身影。

朱永宏回忆说，那时候，军
旗始终高高飘扬在抢险救灾一
线。“我们是军人，来帮助您重建
家园。”这是朱永宏在震区时常
说的一句话。军民之间的鱼水
之情，就在这点滴话语中越积越
深。

如今，脱下戎装，不一样的
工作环境，不一样的工作任务，
朱永宏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军
人的本色不能丢。”他常常对自
己说，“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
我曾是个兵。”③9

参加过长江抗洪和汶川抗震救灾的老兵朱永宏

“军人本色不能丢”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我19岁开始当兵。”7月26
日，记者见到焦作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宫松奇时，这个曾经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
开门见山。

1984 年，刚从河南百泉农
专农学系毕业的宫松奇，正赶上
部队从学校招收毕业生，怀着对
绿色军营的向往，宫松奇走进郑
州高射炮兵学校。1985年 7月，
宫松奇分到某集团军任排长职
务。1986 年 11 月，部队奉命执
行对越轮战任务，宫松奇所在的
高炮连坐了一星期的闷罐车前
往边境设营。

“战争就这样跟我不期而
遇。”宫松奇清楚记得，当年 11
月 11 日 17 时 54 分，部队途经
未婚妻家乡卫辉时，他在心底
默默地和未婚妻说了无数声

“再见”。
“一次，我们连刚上‘李海欣

高地’，坐在掩体里大口喘气时，
越军一发高机弹飞来，擦着我的
钢盔，打到对面壕壁上，溅了我
一腿红土。在场的人全傻了眼，
我也晕头转向。”宫松奇回忆起
那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时，
一切仍历历在目。

1987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
宫松奇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往一
线送化纤袋，每人 300 个、60
斤。“那天，天下着大雨，我们连
滚带爬到了最艰难的地段——
369 级台阶。”这是临近“百米
生死线”的一段陡坡。说是台
阶，其实就是化纤袋装上土顺

坡堆上去，勉强能攀爬，一下
雨，特别地滑。就这样向上爬
爬，向下滑滑，走一步，摔一跤，
摔下去时 60 多斤的化纤袋重
重地砸在背上，那个难受啊。

“更可怕的是向下滑时，几次都
差点进了雷区，两眼都能清楚
地看到地雷。最终还是军人顽
强的意志战胜了所有的苦难。”
他说。

“那个时候每人脖子上都用
止血带挂一枚光荣弹，绑上急救
包，我们叫‘军工三宝’。”宫松奇
向记者展示了当年随身携带的

“光荣弹”照片，光荣弹是为了在
特别情况下不当俘虏而采取的
一种应急措施。宫松奇说，亲历
过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过战友
的死亡，让他经历了特殊的成
长。

从战场上回来后宫松奇继
续他的军旅生涯，先后干了十多
个岗位，成为一名正师级大校军
官。2014年 9月，宫松奇正式转
业地方工作。

“上过战场我感到无比骄傲
和自豪。”回忆 30 年的军中岁
月，宫松奇说，“作为一名老兵，
转业只是战场的转移，我会永远
保持军人的信念和勇敢。”③9

30 岁的李雁林，身材清瘦、
目光坚毅。8 年的侦察兵生涯，
几十次大型演习和竞技比武，他
带领的团队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2011 年的济南军区比武中，身受
重伤的李雁林仍以惊人的毅力
坚持完成比赛，并夺得总分第一
的佳绩，个人也因此荣立一等
功。

“战士归乡仍是兵”，7 月 26
日，面对记者，退伍回乡两年半的
李雁林，言语间依然难掩一名军
人的自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
军装在身与否，我都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子弟兵，这是我值得用生
命捍卫的荣誉！”

回忆起当兵 8 年间的一幕
幕，李雁林总是心潮澎湃。2004
年 12 月，李雁林怀揣着保家卫国
的梦想入伍成为一名侦察兵，3
年的刻苦锻炼让他一跃成为全师
精武标兵。此后，他不断代表全
营、全师、全集团军参加各种军事
比武，并一次次捧回各类荣誉。

面对骄人成绩，李雁林淡淡
地说：“细节决定成败，只要把握
住每一个微小的环节，胜利就离
自己不远。”2012年 12月，带着难
以割舍的军人情结，李雁林退伍
回到温县老家，被安排到温县人
社局劳动仲裁科工作。

面对林林总总的劳动纠纷、
合同纠纷案件，李雁林感到了压
力，但他更清楚，作为一个“兵”，
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能丢。

2014年夏天，辖区内某村 40
多岁的村民冉广爱来到仲裁科，
反映他曾在南水北调温县某段工
地工作，因事故造成右手四个手
指截肢，承包该段工程的连云港
某建筑公司拒绝赔偿。李雁林主
动请缨，带着两名律师连夜赶赴
连云港。最终，为冉广爱讨回 10
多万元工伤赔偿款。

“老百姓找到我都是遇到了
难事，我有责任帮助他们。谁叫
我是一个兵呢？”李雁林的话朴实
而满含深情。③9

□本报记者 李建华
本报通讯员 许宏伟

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宫松奇

“上过战场我骄傲”

□本报记者 栾 姗

曾在济南军区比武中夺得总分第一的老兵李雁林

“战士归乡仍是兵”

“四用工作法”打造
信阳涉军维权新模式 编者按：军旗飘扬，军歌嘹亮。今年的“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8周年。绿色的军营，曾令多少风华正茂的

青年心生向往，热血沸腾；火热的战场，曾经谱写多少传奇故事，留下几多动人佳话。

“八一”前夕，本报记者特意走访几位老兵——他们曾经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边境线，在抗洪、抗震救灾最前沿，在烈

日炎炎的练兵场、竞技场——他们说，绿色的军营，是他们永远的魂牵梦绕；自从当过兵，“八一”就是永远的节日。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聆听几位老兵回忆往日的岁月，讲述当年的故事。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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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医院知名医院 知名专家知名专家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群英谱系列报道之二

清脆的鸟鸣声、潺潺的流水声，大
自然赋予了我们聆听声音的权利，然而
一切美好的事物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打
破。

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曾经聆听过
这些美好的声音，但因为一些意外，他
们来到了无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
们彷徨无助，探寻无门。

闫保星，一位在耳鼻咽喉医学领域
孜孜求索的医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新的希望，帮助他们走出无声的世界，
让他们再次聆听大自然美妙的旋律。

闫保星，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该院耳鼻咽喉学组
学科带头人。

长期中耳炎引发鼓膜穿孔影
响听力

闫保星说，要了解鼓膜穿孔，大家
就要知道鼓膜的作用，鼓膜是分隔外耳
和中耳的一层膜。鼓膜的作用是接受
空气的振动（即声波的刺激）。当外界
有声波（空气振动），鼓膜也振动，鼓膜
连接于听小骨（包括锤骨、砧骨、镫骨，
均位于中耳内），将振动传递给内耳，内
耳将其转变成神经冲动经过听神经传
递到脑，产生听觉。

所以鼓膜是接受声波刺激的重要
部件。

鼓膜是不是只要受损就一定要手
术呢？听此问题闫保星笑了，他说，鼓
膜有较强的再生能力,一般情况下鼓膜
穿孔以后,只要 10-15天就能愈合，这种
自我修复能力往往与当事人的年龄和
穿孔形状大小有关系，一般情况下，年
龄越小，穿孔越小，愈合也就越快，反之
则慢。但如果有慢性炎症等干扰因素
的话,穿孔能否愈合,就要酌情而定了。

对于外伤引起的鼓膜穿孔，如果观
察一个月以上穿孔仍不愈合，就要考虑
手术。

多数耳膜穿孔都是由于中耳炎症
遗留下的并发症。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在鼓膜穿孔后,

鼓室流脓,如果正确治疗,用双氧水清洗
脓液,耳内滴入配合口服抗生素,一般在
10-15天后穿孔即可愈合。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的穿孔不大,呈
间歇性流脓,在干耳时间较长的情况下
鼓膜也会自行愈合。如果慢性中耳炎
鼓膜穿孔较大,中耳腔内有积脓,则鼓膜
穿孔一般不会愈合,有的患者甚至常年
鼓膜穿孔,常年耳中流脓，听力严重受
损。此时的穿孔就需要手术了，对于严
重者，还需要置入人工听骨。

显微镜下45分钟穿孔修复解烦忧

望子成龙的毛毛妈妈，在看到毛毛
不及格的期末成绩单时，情绪激动地扇
了毛毛一个大耳光，因用力过大，毛毛
的耳朵当时就听不到了，毛毛向妈妈哭
诉说自己耳朵听不见了，可毛毛妈当时
正在气头上，没当回事。

到了晚上，毛毛发现自己的耳朵依
然听不到声音，用手一掏，还有凝结的
血块，他告诉了妈妈，可是妈妈依旧没
当回事。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毛还是听
不到声音，同时，还有脓水流出，这下毛
毛的妈妈着急了，到医院一检查，毛毛
被诊断为鼓膜穿孔，而且听骨也受到了
损伤，需要手术修补受损的鼓膜，同时
还需要进行人工听骨置入。几经周折，
毛毛妈妈找到了闫保星，手术时间不
长，只有45分钟，五天后，毛毛就出院了。

45 岁的胆脂瘤型中耳炎患者谢先
生，听不到声音已有半年之久，因并发
症引起了脑膜炎，高烧呕吐折磨的他痛
不欲生，闫保星主任为他进行了耳显微
外科手术，不但瘤体得到了彻底清除，
随之进行的人工耳骨置入手术，使他再
次听到了久违的城市喧闹声。

42岁的慢性中耳炎患者陈女士，爱
好体育，特别喜欢游泳，可是一年前因
为慢性中耳炎使她不得不离开了自己
心爱的泳池，这严重打乱了她的有序生
活，为了自己喜爱的游泳，她找到了闫
保星，希望通过耳显微外科手术治好她
的慢性中耳炎，使她重返泳池。很快，

陈女士的愿望得以实现。同是游泳爱
好者的刘女士，在看到陈女士挥洒自如
的泳姿之后，也找到了闫保星。

闫保星的耳显微外科手术做的漂
亮，丰富的临床经验，精准的手术定位，
使一个个急慢性中耳炎、鼓膜穿孔、胆
脂瘤等患者，再次保持了他们高水准的
生活品质，更为那些听力受损的患者再
次聆听大自然所演奏的美妙乐章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作为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
任，闫保星不单单擅长耳显微外科手
术，在鼻内窥镜外科手术治疗鼻炎鼻窦
炎和利用喉镜治疗打呼噜等疾病，也有
他的独到之处。下期，本报将对闫保星
主任在鼻和咽喉方面的前沿性诊疗技
术进行全面报道。

耳鼻咽喉科领军人物
闫保星，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
医师学会耳鼻喉分会委员、郑州市耳鼻
喉学会常委，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 26
年，擅长鼻内窥镜外科手术及耳显微外
科手术、鼾症的诊治等，已完成鼻内窥
镜手术数千例，对治疗结构性鼻炎、急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鼻腔鼻窦乳头状
瘤及肿瘤、鼻内镜下鼻腔泪囊吻合术治
疗泪囊炎均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在国
家级、省级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10 余篇，
编写专著 1部，省级科研成果两项。

坐诊时间：周三下午

我省第一台关节镜在这里亮相。
我省第一例关节置换手术在这里诞生。
郑州市年龄最大的髋关节置换术在

这里完成。
这里的双肩、肘、腕、髋、膝、踝六大

关节置换成功率在我省位居前列。
上面提到的“这里”，其实指的就是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不但
关节镜手术做得漂亮，更得到了患者信
赖和同行的认可。

现在，就由本报记者带领大家，来这
里一探究竟吧。

追溯：
1999年美籍华人骨折点名二

院骨科专家手术

老郑州人都知道，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最早为郑州市 120 急救中心唯一指
定的急救医疗单位，每天接收的急诊病
人中，有 50%左右为车祸病人，在这其中
又有 30%左右为骨折病人，如此庞大的
病患量，决定了郑州市二院骨科医疗配
套设备须是最先进的，医生的技术水平
是一流的，对病人的护理更要细致入微、
经验丰富。

用业内人士的话讲，郑州市二院的
骨科在先进的设备、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优秀的护理团队支撑下，想不强都不行、
想不出名都难。

早在 1999 年，一位美籍华人来我省
少林寺旅游时遭遇车祸，他被送到了郑
州某医院，在手术前夕，他了解到了郑州
市二院骨科的实力，毫不犹豫地要求转
院，王红军说，这位美籍华人被送到医院
时情况非常危重，如果手术稍有不慎，他
将终身残疾，所幸手术有惊无险，保住了
这位美籍华人的腿。一个月后，骨科收
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电话，并表示
在美国能做到这样完美技术的专家也不
多，作为当时参加手术中最年轻的医生，
王红军很自豪。

时光飞逝，15年时间转瞬即逝，王红
军在骨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
多，其中在关节镜下膝、肩等六大关节置
换，当属他的拿手绝活。

现在:
第三代关节镜助力六大关节

置换手术

王红军告诉记者，从第一代关节镜
问世到现在的第三代关节镜引进，医院
骨科所做的关节镜下关节置换手术，不
但时间短、出血量少，更因经验丰富，为
患者制订了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使许多患者免受冤枉手术之苦。

这又从何说起呢？
10年前，当时 65岁的陈大妈，长期饱

受膝盖疼痛的折磨，即使是走在平路上，
拄个拐杖也走不了太远，几经打听，家人
决定带着她来到医院置换膝关节。王红
军回忆说：“陈大妈来院后，通过体格检
查，发现她不但膝盖疼，小腿也疼，腰两
侧也疼，这就不合常理了，其实陈大妈的
问题并非出在膝盖上，而是两侧肱骨头
都出现了坏死。”王红军为陈大妈顺利进
行了手术，10 年过去了，现年已经 75 岁
的陈大妈不但每天坚持走 5 公里的路去
买菜，而且上下楼也不影响。不久前，陈
大妈又来到了郑州市二院，点名要王红
军给她老伴做膝关节置换手术。

陈大妈的例子不是唯一的。在工地
上干活的 25 岁年轻小伙小孟，经常喊着
腿疼，考虑到市级医院新农合报销比例
高，王红军的关节置换手术做得好，他找
到了王红军，王红军在给小孟做过检查之
后，发现病症的根源不在腿上而是腰，不
需手术只要保守治疗就可以。一个月的
保守治疗后，现在小孟又活蹦乱跳了。

不但患者找王红军看病，同行也找
他，同为医生的张女士在工作时不小心右
胳膊被拉了一下，当时就抬不起来了，休
息了一段时间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
更加严重，到医院一拍片，原来是右胳膊
冈上肌肌腱断裂，王红军 45 分钟的关节
镜下肌腱缝合术，为她接好了肌腱，又经
过5周的石膏固定，现在右胳膊已恢复如初。

56 岁的林先生，在公园锻炼时不慎
摔坏了肘关节，需要更换肘关节，在王红
军这里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因车祸致使左肩关节粉碎性骨折的王

先生，他的左肩关节也是王红军置换的。
不慎被重物砸伤了髋关节的沈女

士，如果没有王红军的娴熟关节置换技
术，她大概就要卧床终生了。

未来：
刻苦钻研走在我省骨病治疗

前列不是梦

在医疗行业，特别是对外科手术专
家而言，技术的更迭是迅速的，残酷的，
你不钻研、不学习，就会被人远远地抛在
后面，直至被新的洪流淹没，将不再为别
人记起。

王红军，在骨科领域探索的脚步从未
停歇，除了在关节镜下的诊断和治疗技术
使人叹服之外，他还熟练使用微创设备椎
间盘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运用骨折治
疗仪治疗骨折不愈合等骨科疾病。

骨科领军人物
王红军，副主任医师，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骨科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
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专业委员、
河南省医学会足踝专业委员、河南省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救治专家委员
会委员、河南省骨科学会足踝专业委员、
郑州市创伤骨伤学会委员、郑州市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专家成员。擅长各类骨
折、骨肿瘤，椎间盘突出摘除、椎体滑脱
的手术治疗，尤其在关节镜下治疗各种
关节疾病及人工关节置换方面技术精
湛。

坐诊时间：周二全天，周六上午

闫保星：

大自然美妙歌声缔造者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 燕 尹 歌

王红军：

换关节 不妨找他看看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陈 燕 尹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