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颉 张欣

迄今为止，她已成功完成了数千例心血
管介入手术；为了拯救患者生命，她经常在
手术台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对她来说，下
班后赶去患者家中进行义务诊疗服务早已
成为家常便饭。她就是安阳市第三人民医
院心内科三病区主任董莉，也曾是安阳市心
内科系统最年轻的主任医师。

梅花香自苦寒来

董莉擅长的事，除了行医，就是学习。
大学毕业后，怀着回报家乡的夙愿，董莉回
到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工作。1999
年，她被派到北京安贞医院进修，在脱产的
一年里，她把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阅览室
及科室里，在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知识养分。

当时，董莉所在科室里有一个做事严
谨、脾气古怪的老专家，进修生们大都对其
敬而远之。只有她主动要求跟老专家一起
坐门诊。白天她详细分析病情，查阅大量资
料，把每个病历都准备得非常充分；晚上她
还会继续消化当天的所学。起初，老专家对
董莉不以为然，渐渐地，董莉的认真、细致、
勤奋和执着打动了这位在医坛耕耘数十载
的老人。一年后，当董莉结束进修时，老人
竟提出要她留下来考自己的研究生。在惊
喜之余，董莉婉言谢绝，她说：“我的医院、我
的病人都在等我回去……”

短短一年时间，董莉加深了对高血压、

冠心病、心功能衰竭及各种心肌病等专业知
识的认识，不断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
的攀登与跨越，从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迅速
成长为年轻专家。

医无止境攀高峰

业务上精益求精的董莉，有时也会遇到
一些棘手问题，如心脏介入治疗无时不在向
她宣战。2011年 9月，董莉再次进京学习，
向介入治疗资质发起冲锋。

为了尽快取得资质证，掌握娴熟的介
入手法，她不得不争取更多的手术实践机
会。白天她给安贞医院“打小工”，穿刺、造
影……医院只要给她安排手术，她都“来者
不拒”；晚上回到寝室，为了避免打扰到室
友，她一个人在上铺抱着手提电脑学习借来
的光盘，对当天的手术情况再分析、再总结，

直至凌晨两三点。室友都不太理解这位41
岁的大姐何以这般拼命，董莉却说，心脏就
是生命，容不得有丝毫的马虎……

那一年，董莉总共做了大大小小2000多
台手术，成功取得了专业资质证。从对穿刺技
术一无所知，到比一些老大夫手法还娴熟，再
到单枪匹马带领科室5名“生手”在三个月内走
上手术台。没人知道，董莉到底付出了多少。

背上30余斤重的铅衣为病人做介入手
术，每次做完后都是大汗淋漓，有时几个小时
下来，身体都几乎要虚脱，但她却总说：“只要
病人能早日康复，我累点不算啥……”

医患之间见真情

多年来，董莉与患者交朋友，把患者当
亲人，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患者找到病因，从未接到过任何

一位患者或家属的投诉。
有一次，一位外地来安阳创业的中年人

找到她，说其8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犯了严
重的冠心病，并且伴有腰椎骨折，无法到医
院就医。可由于他本人在创业初期，无力承
担医药费，因此恳求董莉能否上门为老太太
诊治。董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了班就直
奔患者家中。她不但为老太太制订了诊疗
方案，还主动垫付了药费。事后，董莉不但
分文未取，下班后只要有时间就去陪伴老太
太。如今，老太太已经90岁了，没有任何后
遗症；而那位创业的中年人，也成了安阳市
某连锁品牌店的老板。

平平淡淡才是真。在暑去寒来的季节
律动中，董莉踏踏实实地实现着一名医者的
人生价值。谈起事业和追求时，她充满自信
地说：“我最幸运的事，就是选对了专业，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它让我有机会回到故乡回
报父老乡亲。每天我都能以快乐的心情工
作和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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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通讯员 贾红波）
11月 11日，记者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为破解
执行难问题，全市两级法院开展了“执行风暴”专项活
动，坚持以“打”字当头，多措并举，取得了良好业绩。截
至10月31日，全市两级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9234件，
执结标的21.91亿元，司法拘留674人。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王新芳介绍，全市
两级法院将严惩拒执犯罪作为攻克执行难的首要手段，
将司法拘留和刑事打击作为提高执行威慑力、解决执行
难的一把利剑。具体的做法是：首先是形成司法联动机
制，成立由政法委牵头的打击拒执联席会议。并积极与
公安机关协调，追踪“老赖”行踪，对于证据充分确凿的
案件，推动快审快判，打击“老赖”的嚣张气焰。其次是
协调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刑事自诉人法律援助制
度，针对部分刑事自诉人家庭条件贫困，证据收集意识、
语言表达能力差的特点，通过律师司法援助，形成了打
击“老赖”的合力。同时，各基层法院将抓拒执典型作为
推动执行工作的一个中心点，通过严惩拒执犯罪，达到
以点带面的效果。

截至10月 31日，全市两级法院以涉嫌拒执犯罪、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移送公安机关255案、277人，公
安机关正式立案121案、135人。全市两级法院受理拒
执犯罪案件79案、85人，判决58案、63人，促使被执行
人自动履行366案、3000余万元。

“下一步两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大执行惩戒力度，将执
行风暴常态化，严厉打击拒执犯罪；推动限制高消费措施
的实施，强化对违反限制高消费的调查与处罚，大胆尝试
强制审计、搜查、悬赏举报等调查手段；深化执行信息公
开，及时让申请人了解执行进展。”王新芳表示。6

汤阴县国税局探索服务新模式

主动入驻地税厅
百姓办税省了劲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郜晓光）
“原来办理国税和地税业务还得两头跑，非常不便。现
在国、地税在一起联合办公，方便多了，几分钟就办完
了。”11月 11日，在汤阴县办税服务厅，前来办理国税
和地税业务的企业财务人员闫先生感慨地说。

只用了短短十分钟，闫先生就在一个窗口办完了过
去“两头跑”、常常要花一上午功夫的业务。而高效、便
捷的办税服务源自汤阴县国税局于四个月前向地税局
的主动“联姻”。

汤阴县国税局局长刘国英告诉记者，今年全面推开
“营改增”试点后，该县国税局管理的纳税人数量增幅较
大，营业厅窗口业务量剧增，但国税局原有的办税场所
十分紧张，无法满足纳税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地税局
办税厅的空间则相对富余。为了提高办税效率，方便纳
税人办税，刘国英主动找到地税负责人，表达了想要入
驻地税厅的意愿。

在汤阴县委、县政府支持下，经双方协商一致，今年
7月1日，汤阴县国家税务局和汤阴县地方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合二为一，联合办税厅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省
首家国税局办税窗口完全进驻地税，并且完全共享地税
服务资源的联合办税厅。

走进汤阴县联合办税厅，记者看到，大厅内税徽、宣
传牌、指示牌、公告栏等标识都进行了统一规范，导税员
随时引导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服
务。而升级改造后的叫号系统，使纳税人在一台叫号机
上就可以找到要办理的所有国税和地税业务。

此外，汤阴国税、地税部门还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
立同登记、同征收、同管理的工作模式，促使国、地税征
收信息及管理等信息共享和资源共用；在发票代开环
节，实现“利用一家发票，控管两家税收”的目标，减少了
征管成本，降低了风险；探索推行首次办税实名制，进一
步共享涉税信息……这些改变让该县纳税人深切感受
到了联合办税带来的方便。

“推进国税、地税合作，就是要整合服务资源，加强
服务联合，拓展服务领域，解决纳税人‘多头跑’和‘重复
报’等问题。”刘国英说，此次“联姻”不是简单的联合办
事，也不是静态的互帮互助，而是在不断融合的基础上
寻求高度创新的合作，最大程度为纳税人提供方便。6

汤阴县供电公司

“三举措”确保
电网冬季可靠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丽）立冬以来，电网逐步进入
冬季供电高峰期。11月中旬起，汤阴县供电公司早部
署早落实，用三项措施确保电网可靠供电。

方案先行，数据支撑。汤阴县供电公司根据本县城
乡人口流动特点和春节保供电方案，逐台区摸排所辖区
用户数、配变容量、户均容量、预计春节返乡人数、预计
春节期间户均容量等预测负荷，科学有效做好调容、增
容台区方案分析，充分发挥方案的“龙头”作用，确保迎
峰度冬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细查隐患，同步消缺。结合秋检设备检修契机，开
展隐患大排查，进一步提升设备运行水平。对上年度迎
峰度冬期间重载、过载设备主要原因进行剖析，完善落
实整治。加强风险预警管理，建立消缺整改台账，实现
销号整改，提升故障抢修速度、隐患治理力度、用电检查
强度，实现全面、全方位、全过程闭环消缺。

协同攻坚，合力保电。针对冬季低温天气，联合公
安、消防部门做好线路覆冰、暴雪等自然灾害预警，制定
有针对性的事故应急预案，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
障电网安全可靠供电。统筹各方力量，推进迎峰度冬工
程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运。6

安阳市县两级法院

以“打”字当头
破解执行难

安阳：重塑古都新形象
省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支持安阳等市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推动中

原文化走向世界。这为古都安阳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安阳人有压力

更有动力。

而事实上，安阳人已经出发，他们正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这个目标

迈进：11月 10日，代表一个城市脸面的“门头牌匾”整治工作基本结束，高端

大气上档次的户外广告和门头牌匾，亮相街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1月

15日，代表一座城市档次的“八纵六横”道路提升工程，顺利完工，一条条宽敞

平坦的城市街道，让百姓出行更方便更快捷；把城区变成“大花园”的园林绿

化生态水系建设大幕，也将渐次拉开……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体，那么城市道路
便是保持它活力的“血脉”。血脉是否通
畅，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健康和美丽。

古都安阳，历史久远，文化厚重，游人
众多。2009年的“三年城建”为安阳市编织
了一条四通八达的城区路网，建成之时，不
少市民曾以“古都安阳美如画”来形容。然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车辆的增多，四通八达
的路网因十字路口交通设计不尽合理而拥
堵，沥青路面因超期服役而坑洼不平，街道
两旁门头牌匾因杂乱而不雅……现状差强
人意，百姓呼声不断。

安阳市委市政府顺应民意，于2016年
9月底，提出对中华路、文明大道等“八纵六
横”城区主干道进行改造提升，为期一个半
月。为确保工程在11月15日前如期完工，
安阳市专门成立了“八纵六横”道路改造提
升指挥部。市住建、交通等部门层层分解
任务，建立工作台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将施工给市民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市长王新伟多
次带队深入道路改造提升现场，对道路建
设和工程质量提出具体要求。为减少道路

施工给市民出行造成的不便，施工期间采
取半幅施工、错峰施工、交警指挥等措施。
在电力、通信等线路入地施工方面，尽量做
到不影响市民正常使用。

11月 15日，随着中华路与文峰大道路
口分流岛的建成并投入使用，安阳市“八纵
六横”14条城区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全面完
工。整修道路总长 36.7公里，施工面积达
96.8万平方米，拆除线杆约200根。不仅如
此，两个别致的分流岛、26个带着“文字符
号”的公交港湾，以及众多智能候车亭，让
安阳元素和文化符号在城市的街道上流
淌，彰显着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古朴与厚
重。

“‘八纵六横’工程结束并非是道路环境
整治的终点，恰恰是新的起点。”安阳市住建
局副局长杨庆兵介绍，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
能，改善市民出行环境，安阳市以建立“20分
钟交通构架”为原则，将在 2017 年投资
47.35 亿元，开展 119 个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其中，新建道路项目78个，综合管廊项
目7个，大修道路项目28个，续建项目6个，
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和配套支路网络。

现代城市需要“三分建设，七分管
理”。户外广告、门头牌匾好比城市的形象
和名片，体现着城市的品位和内涵。

就在“八纵六横”工程如火如荼开展之
时，针对城区街道两侧的户外广告和门头
牌匾集中整治也在有序推进。9月底以来，
市委书记李公乐先后6次视察门头牌匾整
治工作，对一店多招（牌）等问题提出整改
要求。他强调，要设置“文明贴吧”，打通治
理小广告乱张贴疏通渠道。在9月召开的
城市管理工作讲评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新伟指出：全市门头牌匾整治工作要在
11月 10日前全面完成。副市长唐献泰每
周不少于3次督导整治工作。与此同时，各
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全面深入一线，昼夜

监管整改区域。
铁腕管理赢得民心。“经过整治，那些

破旧、脏乱的商铺门头牌匾不见了。还是
规范、整齐的门头牌匾看着美观啊！”居住
在甜水井街的市民王兵惊喜于大街小巷门
头牌匾的变化。截至目前，安阳的专项整
治行动圆满完成，共整治拆除大街小巷的
门头牌匾1.3万余块。

11月 10日，在历史文化街区仓巷街，
记者看到，街北侧院落门头全部安装了仿
古牌匾，由名人名家手写的楹联全部悬挂
到位，牌匾和楹联不仅有楷书、行书，还有
篆书等不同字体，仓巷街凸显浓浓的文艺
气息。这使仓巷街成为安阳市观赏历史文
化的又一景点。

“道路改造提升，门头牌匾整治，只是
安阳市重塑城市新形象的一个序幕。未来
三年，我们在对其他道路进行改造提升的
同时，还将实施覆盖全市的绿色生态水系
建设，安阳城区将逐步变成一个大花园。”
安阳市发改委一位同志如是表示。

城市因水而美。明后两年，安阳市将在
穿行城区的洹河上新建东、西两个蓄水湖，
新增水面2300多亩；在洹河城区段建设9.5
公里长的近水、戏水的亲水长廊；对洹河、洪
河、羑河、万金渠等10条河道进行整治，并
在河道两岸建设滨河公园绿地……

安阳市前不久出台的《城区园林绿化
生态水系建设方案》提出，今冬明春，重点
实施“两廊、两口、两湖、两河、十三园、四十

二游园、四十八个加油站、七十三条道路”
绿化项目建设，到2019年共实施240个绿
化建设项目，面积 71093.55 亩。到 2020
年，使该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绿化覆
盖率达到4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2平
方米以上。

不久的将来，一座“林水相依、生态自
然、景观优美、和谐宜居”的绿色古都画卷
将会变得真实而又清晰。

古都安阳，三千年的荣光与沧桑，正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此寻觅瞻仰。如
果说传统历史文化代表了安阳的魅力，那
么现代城市气息则散发出安阳的活力，他
们携手引领古都安阳朝着国际文化旅游城
市的目标迅跑。6

个人小档案
董 莉 ，女 ，中 共 党 员 ，

1970 年 2 月生，安阳市第三

人民医院心内科三病区主

任，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2016 年荣获安阳市五一劳

动奖章称号，被安阳市卫计

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董莉从医 20 余载，务实而坚强，温顺

而坚定。她的成功，源于对医生这个职业

的无限热爱，源于对患者的一片真情，更源

于她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她用严谨的

态度和对医学事业的满腔热忱，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品德风范。

书记感言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书记

董莉：

生命不允许我有丝毫的马虎

□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改造“八纵六横” 疏通城市“血脉”

整洁靓丽的城区道路 安相江 摄

新建的公交港湾 陈栋梁 摄

规范门头牌匾 提升城市形象 未来三年 安阳城区将变成一个“大花园”

董莉（右）在为小患者诊断

路畅街美 林水相依 倾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信息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