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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3 日上午，由省
委宣传部主办的“印象河南·2015
省外媒体中原行”集中采访活动
在郑州启动。来自黑龙江、吉林、
山西、上海的 18 家主流媒体的 26
名记者参加了启动仪式。

此次采访活动为期一周，媒
体记者将深入郑州、安阳、开封、
许昌等地进行采访，深入了解我
省文化产业、现代制造业、高科技
产业等多个领域的新变化。“早就
听说河南近年来发展得很快，我
一直想来看一看。”上海广播电视
台广播新闻中心记者王迪杰说，

自己对这次河南之行充满期待。
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这次采访活动，借助媒
体记者的笔触和镜头，把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宣传出去，
把中原大地壮美的自然风光、厚
重的历史文化、良好的投资环境
宣传出去，吸引更多朋友到河南
参观旅游、投资兴业。

据了解，“印象河南”活动自
2008 年开展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7
届，成为向外省展示中原文化、宣
传现代河南的一张名片。③12

（王绿扬）

本报讯 （记者王 平）记者
11 月 23 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
我省目前已有 13 个省辖市的 21
家三级医院、124 家基层医院加
入急性心梗区域救治网络，为全
省急性心梗患者联手搭起“急救
桥”。

据悉，心脑血管疾病在我国
已成为占据疾病死亡原因首位
的疾病，为建立科学的急性心脑
血管疾病区域协同医疗救治体
系，最大限度地缩短早期救治时
间，提高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救治
成功率，我国于 2012 年启动了
急性心肌梗死救治工程。该工
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实施重点
为医院环节，通过完善医院内部

绿色通道建设等举措，使入院患
者早期再灌注治疗比例大幅提
高；第二期实施重点在于构建政
府、社会、院前急救及医院“四位
一体”的 STEMI（急性 ST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区域救治网络，加
强医务人员技能培训、提高群众
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意识等。

经过 3 年努力，我国心肌梗
死救治体系建设初见成效。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 15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771 家医院加入
急性心梗区域救治网络，约 13.6
万人参加急性心梗的规范化救
治培训。河南急性心肌梗死救
治 项 目 于 2015 年 7 月 正 式 启
动。③12

“古老的中原文化、现代的航
空物流业在这里交融，碰撞出新
的火花，令我对河南刮目相看！”
11 月 23 日，参加“印象河南”采访
活动的媒体记者首站来到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座正在
崛起的航空新城令他们发出阵阵
感慨。

宽敞明亮的出发大厅，崭新的
电子设备，忙碌的装修工人……在
刚刚竣工的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
内，许多媒体朋友纷纷拿起手机、
相机，记录下珍贵的画面。“作为
一名摄影记者，航站楼最吸引我
的就是它时尚、大气的外观。”吉
林日报记者王萌对这座现代化的
建筑赞不绝口：“航空港为厚重河
南增添时代感，河南越来越具有

‘国际范儿’。”
郑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工作

人员介绍，新建成的 T2 航站楼将
使郑州机场客运能力达到年 4000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达到年 70 万
吨。与航站楼连通的郑州机场综
合交通枢纽集航空、高铁、城际铁
路、公路于一体，是国内目前规模

仅次于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
第二个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2013 年 7 月 18 日，由郑州开
往德国汉堡的郑欧国际铁路货运
班列首班列车正式开行。截至目
前，郑欧班列已经累计开行超过
200 班，货源地超过全国半数省、
直 辖 市 ，累 计 货 值 超 过 10 亿 美
元。”听完郑欧班列有关负责人的
介绍，黑龙江日报记者郭纾琴表
示，由哈尔滨开往德国汉堡的哈
欧班列自去年开行以来，货运量
也在持续增长，“中国与欧洲的经
贸往来日益密切，郑欧班列与哈
欧班列就是最好的见证。希望将
来哈尔滨与郑州能在班列运行方
面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山西
广播电视台记者宋晶在商品展示
柜台前久久驻足。“买全球，卖全
球，在这里成为现实。”宋晶说，这
是自己第 3 次来到河南，这一次河
南跨境贸易的飞速发展令她非常
惊讶：“普通市民只要在家里轻点
鼠标下单，就能用十分优惠的价
格买到来自全球的商品。在跨境
贸易方面，山西需要向河南‘取
经’。”③6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11 月 21 日，河
南警方通缉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外逃嫌疑人宋某从匈牙利被引渡回国，这
是我省公安机关“猎狐 2015”专项行动取
得的又一重大战果。

犯罪嫌疑人宋某原系漯河市华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2011 年以来，
宋某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非法向社会公众
吸收存款共计 5000 余万元。2013 年 5 月，
宋某无法支付集资户本金和利息，资金链
断裂，逃往匈牙利。

今年 10 月 12 日，宋某被匈牙利警方抓
获，在公安部“猎狐 2015”行动办的协调指挥
下，11月21日，宋某被成功引渡回国。③11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11 月
23 日，我省公布了 10 家年度优秀
院士工作站名单。

院士工作站是由政府推动，
以企事业单位创新需求为导向，
以院士及其团队为核心，以省内
研发机构为依托，联合进行科学
技 术 研 究 的 高 层 次 科 技 创 新 平
台。旨在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为增强企事
业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这 10 家院士工作站分别是：
依托中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省棉花油菜遗传育种院士工作
站、依托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
公司的省酶制剂研发与应用院士
工作站、依托中航锂电（洛阳）有
限公司的省大容量锂电池院士工
作站、依托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的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
中心院士工作站、依托河南黄国
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省糯米制品
研发院士工作站、依托济源市绿
茵种苗有限责任公司的省绿茵蔬
菜种子工程院士工作站、依托河南
仕佳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省光电
子技术院士工作站、依托信阳师范
学院的省种群生态模拟与控制院
士工作站、依托河南江河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省造纸装备院士工作
站、依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省水
文学及水资源研究院士工作站。

据 省 科 技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从 2014 年开始，我省每年在年
度考核优秀的院士工作站中，评
选 10 个左右年度工作目标圆满完
成、运行良好并考核优秀的院士
工作站，给予一定的运行补助奖
励。③6

碧水环绕的村庄，新颖别致的
农家小院，鳞次栉比的洋楼别墅，
淳朴的民风让人倍感温馨……提
起沈丘县纸店镇张胡庄，在周边
乡镇知名度很高，乡亲们都叫它

“摩天新村”。因为张胡庄的巨大
变化离不开山西摩天集团，而摩
天集团的董事长，就是张胡庄的
张德文。

1988 年春，回家探亲的张德
文发现村里部分家庭用电问题没
有解决，村里线路比较凌乱，主供
电线路也很不规范，严重影响了乡
亲们的生活和安全。于是他先后
出资 10 多万元，两次整修线路，后
又铺设地下电缆，彻底解决了全村
人的安全用电问题。随后，他又出
资 20 余万元，把全村的泥巴路，改
造成石子路，后又铺成了柏油路。

2008 年春，他再次回乡，发现
原来修建的柏油路，因管理不善，
又缺乏维护，部分路面出现塌陷和

损坏。于是他又从晋城抽调工程
技术人员对卢庄行政村所属四个
自然村的大街小巷及主干道全面
勘察规划，一年间共修建主干道
7000 余米，便道和小巷 1200 余米，
主干道两侧全部绿化，分别种植了
雪松、白腊等 2600 多棵，还为行政
村修建了两层办公楼一栋，维修了
学校、购置了部分教学设施。

硬件设施修好了，可村里的卫
生环境却成了影响村里形象和群
众生活的“绊脚石”。张德文又出
资 3 万多元，为村里购买环卫车一
辆，垃圾箱 20 多个，聘用卫生专职
管理员一名。同时他又流转土地
2000 亩，并安排流转土地的农户
到公司上班。此外，他还对村里的
特困户进行帮扶，对一些难以成家
的年轻人引导或资助他们到晋城
或其他地方创业。据统计，多年来
他捐资修路、扶弱助困等资金达
500 多万元。张德文常说，热心公
益事业、造福乡里回报社会是一个
实业家应承担的责任。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崔 静）
近日，中韩环境污染与健康论坛在河南新
乡医学院举行。来自韩国的东亚大学、大
邱加图立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新乡医学院
等 6 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 11 位专家，围绕
大气颗粒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环境污染与
健康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与职
业卫生学系主任、中国环境科学会环境与
健康分会主任委员郭新彪教授提出，中国
目前 PM2.5 治理工作应将空气颗粒性污染
的衡量标准进一步细化，针对不同地区、不
同污染来源中的重点污染成分，进行区别
和重点治理。新乡医学院特聘教授、公共
卫生学院院长吴卫东的研究团队研究发
现 ，缺 失 谷 胱 甘 肽 转 移 酶 M1 亚 型 基 因

（GSTM1）的人呼吸道细胞对 PM2.5 毒作用
易感，中国有 50%的人缺失该基因。③7

在禹州市，有一个“法官爱心联盟”，志愿
者达 220 余人，多数是当地法院的法官。办
案中，他们力所能及地帮扶困难当事人，节假
日开展扶贫济困爱心活动。据悉，这是全国
首个以法官为主体的爱心组织。

11 月 23 日，记者走进禹州，听老百姓述
说关于爱心法官的故事。

家住禹州市范坡镇张楼村的张梦远、张

梦帆兄妹俩是一对龙凤胎。父亲因一场交
通事故去世，母亲因不堪生活的重压，外出
再也没有回来。两个孩子跟着年迈的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家境十分困难。

2013 年初，范坡法庭庭长崔丽霞下乡办
案时听说他们的不幸遭遇，与丈夫商量后，决
定认养这对双胞胎兄妹。经崔丽霞多方协
调，村镇两级为两名孩子办理了低保手续。

崔丽霞是个热心肠。几年前，她倡议在
范坡法庭成立爱心帮扶小组，组织部分法官
和富有爱心的朋友，对困难当事人给予帮扶。

2013 年 6 月，禹州法院在范坡法庭爱心
帮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法官爱心联盟，对
办案中发现的困难群众建立台账，开展“多
对一”或者“一对一”的爱心帮扶活动。

爱心可以传递。法官爱心联盟由小变
大，从最初只有法官参与，扩展到法官家属、

人民陪审员、律师以及社会各阶层热心人
士，成员达 220 余人。

爱心联盟成员每年捐出一定资金，定期
开展物质援助、心理疏导、探望慰问、法律服
务等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使当地困难群众
感受到了司法温暖。

家住禹州市火龙镇西王庄村年近 70 的
田福根夫妇无儿无女。年轻的爱心法官孙
伟博办案时，得知两位老人依靠低保勉强度
日，便时常抽空去看望他们，还用自己的工
资为两位老人购买衣物，帮其看病。

感受到爱心法官温暖的还有方岗镇、朱
阁镇、范坡镇等三家敬老院的 217 名孤寡老
人和 6 所学校的留守儿童。

目前，像崔丽霞、孙伟博一样，已有 6 名
爱心志愿者成了留守儿童或孤儿的“法官妈
妈”或“法官爸爸”，7 名志愿者成为孤寡老人

的“法官儿子”、“法官女儿”。
据悉，爱心法官更多的是结合办案献爱

心，力所能及地帮扶贫困当事人。他们的爱心
义举感化当事人，使很多棘手案件得以化解。

在一起纠纷案件中，崔丽霞邀请双方到
法庭调解。一直声称要越级上访的被告，发
现法官办公室堆放的准备送给贫困当事人
的捐赠衣物，深受感染，态度立马发生变
化。“你是爱心法官，我就信任你。”很快，双
方签署了和解协议书。

法官爱心联盟副理事长娄玉谦介绍，因
群众信任度高，爱心联盟法官办案质效显著
提 升 。 崔 丽 霞 办 理 的 案 件 ，调 撤 率 高 达
96.5%，辖区群众满意度连续 3年保持 100%。

“得到别人的关爱是一种幸福，关爱别人也
是一种幸福。”崔丽霞说，如今，“我奉献、我快
乐”已成法官爱心联盟成员的生活习惯。③6

“我为正能量代言”

走近河南好人

21家三级医院、124家基层医院加入急性心梗区域救治网络

我省为心梗患者搭起“急救桥”“印象河南·2015省外
媒体中原行”活动启动

航空港为厚重河南
增添时代感
□王绿扬

我省评出10家
优秀院士工作站

回报社会是一种责任
□本报通讯员 崔 丽

我省警方从匈牙利
引渡一在逃嫌疑人

新闻速递

中韩专家探讨环境污染
与健康前沿问题

法官献爱心传递司法温情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教了一辈子学，过了一辈子河！”新蔡县
河坞乡孙湾小学原校长高培华如是说。

孙湾村紧邻汝河。1972 年，汝河取直改
道后，该村四面环水，成了一个孤岛。高培华
家住河北岸的高湾村民组。他 1974 年当上
教师后，除节假日外几乎每天过河教书。今
年 10 月底，高培华光荣退休了，年轻教师崔
之臣接了老校长的班。

崔之臣远离家乡，8 月份来到“孤岛”上
教书。他为学生新开了音乐、美术课，要让学
生和城里孩子一样学到全面的知识。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孤岛”学校
来了年轻教师

崔之臣购买生活用品也要拉船过河。

崔之臣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视觉 新闻

近日，老年游客在社旗县山陕会馆景区拍照留念。10
月份以来，该县开展“河南老乡免费游赊店”活动，吸引了许
多省内老年朋友前来参观。⑤4 廖兴柯 摄

11 月 22 日，汝阳县医院产科护士在精心呵护新生婴
儿。自 10月份以来，该院产科出现生育高峰，医护人员认
真做好各项服务，确保婴儿的健康生长。⑤3 康红军 摄

11月22日，在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爱心商行，志愿者在
为贫困山区留守儿童编织围巾。寒冬来临，该志愿者协会启
动了“针·爱”为留守儿童编织爱心围巾活动。⑤3牛智广 摄

印象河南·省外媒体中原行

本报讯（记者王 平）冬季是心
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尤其是急性心
肌梗死最为明显。如何在寒冷的冬
天做好急性心梗的预防？11 月 23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高传玉针对这一问题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急性心梗救治，要牢记两个
120。”高传玉介绍，第一个“120”就是
要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第二个

“120”就是要把握急性心梗 120分钟
的“黄金救治时间”。

具体来说，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
话可以让急性心梗患者接触到具有

专业知识的医生进行指导救治，并在
到达医院途中做心电图检测，让医院
及时启动急救绿色通道，为患者节省
救治时间。

目前，加入全国急性心梗区域救
治网络的医院都具备急性心梗的救
治能力。例如，若有一位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
每家“网络医院”都会及时知晓他的
信息，同时通过院前心电图急救传输
平台，众多三级医院医生会对患者病
情直接研判，并指挥送到就近具有诊
疗资质的医院。这样就减少了转运
时间，使患者获得及时救治。

把握 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是因为血管堵塞大约 30分钟后心肌
开始坏死，每拖延一分钟，就会有千
千万万的心肌细胞死去；每延迟一小
时，死亡率将增加 10%；6~8小时后，
心肌会完全坏死。“在这期间，越早打
通堵塞的血管，存活的心肌就越多。”
高传玉说。他同时表示，心肌梗死的
典型症状是胸骨正中间或中间偏左
的地方出现心绞痛，会伴有出汗、恶
心等症状，有时还会伴有胃疼、牙疼
等容易被忽视的不典型症状，患者及
其家属要格外留心，脱离救治盲区，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抢救。③12

急性心梗救治牢记“两个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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