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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小档案

刘艳平，女，中共党员，

1963 年 9 月生，安阳市妇幼

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公 共 营 养 师 、产 科 门 诊 主

任。2016年被安阳市卫计委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刘艳平在工作中用真心奉献患者，不

忘初心，永葆党员本色；立足岗位，尽职尽

责，处处以身作则，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叫响了“我是党员、向我看齐”的口号。

书记感言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鑫

她脸上惯常的笑容，好似一朵盛开的莲
花；她温和坚定的话语，像是世间最美的旋
律。她在全市率先开展妊娠期糖尿病筛查、
诊断和治疗；她专业、耐心的指导，是“糖”妈
妈的“定心丸”。

她就是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门诊
主任刘艳平。

闲不住的产科主任

10月19日早上，刚刚7点半，刘艳平已
经来到产科门诊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004年，刘艳平刚从北京妇产医院进
修回来，想将所学的宫腔填纱技术应用于临
床。当时，医院接收了一名24岁的剖宫产
妇，由于腹中胎儿达4500克，导致产妇子宫
收缩乏力，产后大量出血不止。参与会诊的
几名专家建议对产妇进行子宫切除术以挽
救其生命。

“只能切除子宫了吗？”深知子宫对于一
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刘艳平决定用新学到的
宫腔填纱技术试试。没有纱条，她就急中生
智，用34块纱布对角打结自制纱条填进宫
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终于，产妇
出血止住了，子宫也保住了。

这次手术的成功给了刘艳平极大的动
力，她又积极外出学习了B-Lynch缝扎术、

子宫动脉结扎术等与产后出血相关的手术
技术，并能熟练应用。

刘艳平是个闲不住的人，为了更好地指
导孕妇饮食，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营养知识。

2014年，刘艳平通过了全国营养师考
试，获得全国孕期营养培训师资格，并酝酿开
办孕期营养课堂。当年10月1日，孕期营养
课堂正式开讲，刘艳平和几位妇产科专家一
起，义务为孕妇讲解孕前、孕期、哺乳期营养
知识，指导帮助大家在保证孕期营养的同时
使体重合理增长，降低孕期并发症的发生。

为消除产妇恐惧心理，她还与产房、门
诊的护士长共同开设了模拟产房、孕期瑜珈

等课程，引导并鼓励产妇阴道分娩，降低剖
宫产率。

“糖”妈妈的守护天使

妊娠合并糖尿病属于高危妊娠，容易导
致本次妊娠剖宫产、妊娠合并巨大儿等一系
列高危情况，并可对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健
康状况产生不良影响。近年来，妊娠期糖尿
病患者越来越多，刘艳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14年担任产科门诊主任后，她立即
着手针对妊娠期糖尿病开展工作。在刘艳
平的积极协调下，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妊娠期

糖尿病门诊很快组建起来。
2015年 1月，妊娠期糖尿病门诊改为

糖尿病一日门诊，医护人员利用周六休息时
间，组织“糖”妈妈参加一日门诊实践活动，
集中向她们讲解妊娠合并糖尿病的相关知
识，指导她们掌握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监测
血糖等自我管理的方法。

一日门诊自开办以来，刘艳平已组织了
29期活动，348人受益。看着大人、孩子平
平安安，刘艳平笑着说自己心想事成，十分
满足。

为了及时关注各位“糖”妈妈的病情，刘
艳平专门开设了“糖”妈妈微信群，每天即便
工作再忙，她也不忘在群里了解大家的情
况，回答大家的问题。有刘艳平“坐镇”，群
里的“糖”妈妈如同吃了定心丸一般。

“她是我们大家的守护天使。”提到刘艳
平，一位已经平安生下女儿的“糖”妈妈动情
地说。

刘艳平：

“糖”妈妈的守护天使

刘艳平（右）正在给“糖妈妈”讲解妊娠期注意事项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黄宪伟）10
月 16日是星期日，早上5时许，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时，安
阳县人民法院已经悄然行动了。该院利用这一时间段被
执行人容易放松警惕的有利时机，组织50余名干警，出动
警车14辆，深入辖区水冶、蒋村等部分乡镇开展集中执行
活动。

为确保本次集中执行活动取得成效，该院周密部署，
专门制订行动方案，对各参与小组人员构成、职责以及后
勤保障、应急处置等事项进行明确分工。执行过程中，该
院对可控执行的财产，一律进行现场查控，务求“立竿见
影”。对临时控制的被执行人，因人施策、因案施策，逐一
攻坚，并酌情给予被执行人1-3个小时的“缓冲期”，动员
其想方设法力争现场履行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申请人
的胜诉权益，整个执行过程秩序井然。

通过此次拂晓突击，该院当日共强制传唤被执行人
21人，其中11人履行了判决义务，10名“老赖”被司法拘
留；查封扣押车辆10台；发放执行宣传资料500余份；共
执结案件12起，执行标的额28.9万元。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张文波）10
月 17日是第三个国家扶贫日。当天上午，安阳县人民医
院组织医疗专家团队，到该县伦掌镇孙家岗村走访慰问
贫困户，给他们送去棉被等御寒物资及生活用品，并对该
村贫困群众进行免费体检。

孙家岗村位于安阳县西北部，属丘陵地带，自然条件
较差，自然资源贫乏，青壮年多在外打工，常住村民以孤
寡老人居多。当天一进村，医疗队一行首先来到“低保
户”冯富只家中。“你们给我免费检查身体，还给我减免医
药费，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冯富只老人感激地说，“俺感
觉就像和县医院‘攀’上了亲戚似的。”

自安阳市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安阳县人民医院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断创新健康扶贫形式和途径，将
医院“肿瘤慈善救助”和“贫困村优惠帮扶”政策推向深
入，争取让全县贫困人口都能享受到安全、有效、方便、价
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加快推进“健康安阳县”工程建
设的步伐。

据了解，扶贫日当天，该院医疗专家团队还同时在安
阳县水冶镇东石村和都里镇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 10月 10日晚，素有枣乡之称的内黄县，新
区公园内灯火通明、人声喧哗。该县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暨首届道德模范颁奖广场文艺晚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此次全县共有10名首届道德模范、10名最美枣乡人、10
名文明市民受到表彰。

“……好心人，郝军永，路遇他人落水中，不惧危险冲
在前，见义勇为好品行。马澳达，好儿男，舍己救人在河
边，乐善好施美德传，英名永垂天地间……”一个个模范
人物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了解了道德模范、最美枣乡人、文明市民的事迹，我
很受感动。我要向他们学习，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为
咱内黄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现场观众王聪说。

（刘超 刘肖坤）

“我要向他们学习”
内黄表彰首届道德模范和“最美枣乡人”

拂晓突击堵“老赖”
安阳县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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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何志文

夜幕降临，音乐响起。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

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
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安阳市城区东部的市民文化广场面积
近万平方米，是安阳市区最大的广场。几乎
每天晚上，这里都会聚集成百上千的市民跳
广场舞。

不仅是这里，晚上在安阳四处走走，干
道路口旁边、商场大门前、小区广场内、公园
空地上，“哪里有空地，哪里就有广场舞。”

以广场舞为代表的骑行、登山、羽毛球、
乒乓球等群众健身活动，已经成为安阳市民
生活的新风尚。

构建“15分钟健身圈”
让你想“动”就能“动”

每天早晨 7点，只要天气不错，家住安
阳市同乐花园的张大爷就会准时出发，步行
10分钟到附近的贞元广场，吃一碗安阳特
色小吃——扁粉菜，打打太极拳，和老伙计
聊聊天，然后再慢悠悠地散步回家，这个习
惯他已经坚持了4年。

贞元广场地处铁西区域中心，是安阳市
民钟爱的健身场所之一。近年来，安阳市着
力打造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健身的乐趣。三年来，该市先后投
入资金1500万元，大力实施雪炭工程、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乡镇健身工程、全民健身路

径工程等。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1800余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乡
镇健身工程226处，许多行政村还建成了规
模较大的综合性文体大院。

2015年，全市 195个社区公共体育设
施覆盖率达 80%、70个乡镇公共体育设施
覆盖率达100%，县（市）区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覆盖率达 60%以上，“市区 15分钟健身
圈”初步建成。一到早晨或者傍晚，安阳的
每一处公园、绿道、健身步道、全民健身园
……处处可见锻炼的群众，每一个驻足的瞬
间都是一幅“运动安阳”的剪影。

“如今，健身已成为广大群众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民健身也成为提高群众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安阳市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该市加强全民健
身中心等市属体育场馆的管理和运营，做到

“以馆养馆”；在“全国全民健身日”，免费对
市民开放；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
行优惠或减免措施……今年，该市又规划布
点体育设施 56 处，体育用地总面积达
109.56公顷。

打造地方特色体育品牌
让市民乐在其中

10月 19日下午，记者刚走到安阳市空
竹协会人民公园训练基地门口，就听见嗡嗡
的抖空竹声。

走进基地，几名老年人正在专心训练，
“捞月”“盘丝”“上杆”……小小的空竹在他
们的指引下跳上跳下，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安阳市空竹协会副主席李金柱告诉记

者，协会现有 6个分会，共 80余名会员，每
年要参加20余场比赛。随着近几年空竹健
身活动的开展，安阳市喜欢空竹的群众越来
越多，上至89岁的耄耋老人，下至8岁的少
年儿童，都为这小小的空竹着迷不已。

除空竹协会外，古都安阳还活跃着棋
牌、游泳、乒乓球、信鸽、足球、地书等近40
个协会俱乐部。这些群众自发成立的体育
组织，如同一颗颗耀眼的星辰，散发出独特
的体育魅力，引领着安阳全民健身的潮流。

安阳市门球协会承办的“红旗渠”杯全
国门球赛，安阳市乒乓协会承办的市“园林”
杯乒乓球比赛及市体育局等十个部门主办
的“迎新春 庆元旦”健康跑等全民健身赛
事，已经成为当地的品牌赛事。

与此同时，安阳体育部门也不遗余力地
持续培育地方特色体育“品牌”：连续八年举
办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使“航空运动
之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积极打
造滑翔伞、跳伞、航模等航空体育品牌赛事
活动；在航空节举办期间，利用林滤山良好
的山地运动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举办登
山、山地自行车等项目活动或比赛……

“在地上书写不仅能让书法技艺进步更
快，还能当成一种健身方式，以水当墨、以地
当纸，还很环保。”94岁高龄的安阳地书协
会老会长张贵生笑着说。

转变体育发展思路
为大多数人服务

“走出家门500米就有健身器材，步行
15分钟有公共运动场、30～60分钟有大型

体育公园。”“十二五”期间安阳全民健身的
蓝图，大部分已变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
福利。

“以前是竞技体育为重，多数人围着少
数人（运动队）服务。现在我们要转变思路，
把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工作摆到重要位置，
要让多数人为多数人（老百姓）服务。”安阳
市体育局局长郭聚法说。

该市利用全民健身日的契机，每年都举
行“全民健身 幸福中原”主题活动暨优秀健
身项目交流展示大会，引导形成崇尚健身、
参与健身、追求健身的良好氛围；连续三年
举办安阳市全民健身大会，大会已经成为全
民体育的嘉年华；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
试点稳步推进，以面向青少年体育锻炼为
主，通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形式逐步推
行；实施老年体育“长青工程”，助力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加入到体育健身、乐享晚年的队
伍中来；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这支由
教练员、运动员、体育教师等组成的市级体
育志愿者服务队常年活跃在各个健身站
(点)；国民体质监测进社区、进农村，为广大
农民、工人进行体质测量，订制“运动处
方”……

200 多项赛事活动贯穿全年，覆盖各
类人群，极大地活跃了安阳市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这些赛事活动还有效融入并促进
了当地文化旅游事业和产业的发展，逐步
形成“一县(市)区一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格局。

“还能为市民新增哪些运动场所、细化
哪些运动健身的服务细节？”“怎样才能让运
动健身理念，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的每一
天？”郭聚法和他带领的安阳体育人每天都
为此尽心尽力，并乐在其中。

和贫困户“攀”亲戚
安阳县人民医院“扶贫日”送健康

国网汤阴县供电公司

改造配网保安全供电

连日来，国网汤阴县供
电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对10千
伏城南线进行技术改造，架设
导线2.6公里。针对部分地
区配网薄弱问题，该公司集中
开展配网新建与改造工程，优
化网架结构，进一步提高配网
主干线的负荷承载能力和安
全运行水平。
本报通讯员 李岳摄影报道

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打造地方特色体育品牌，体育惠民——

让古都安阳“动”起来
近年来，安阳市在优先建设便民惠民体育设施基础

上，推动体育组织扎根城市“细胞”，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

动，不断探索形成政府主导、普惠民众的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该市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全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

奖”，连续四年获得“省群众体育突出贡献奖”、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省体育产业基地等荣誉称号。全民健身

事业呈现蓬勃发展、日益繁荣的景象，“我运动、我健康、

我快乐”的理念深入人心。

2016年国庆节期间安阳市太极拳协会举办的交流展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