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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3月7日，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脑瘫儿童
肌体训练室。5个来自新疆的脑瘫患儿，在康
复师和父母的“保护”下，小心翼翼地“学着”
站立，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

看着孩子们幸福的笑脸，金庚康复医院院
长宋兆普说：“作为医生，我有责任救助新疆的
这些孩子，有责任为这些家庭排忧解难，有责
任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尽一份爱心。”

爱心是云，化作及时的雨

“宋院长，是您给了我孩子第二次生命，是
您给了我对生活的信心，是您给了我们家庭的
幸福……”在医院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新
疆和田市洛浦县脑瘫儿童比拉力的父亲玉苏
普，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表达着感激之情。

3年前，呱呱坠地的比拉力不幸患了脑
瘫。为给孩子治病，玉苏普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却疗效甚微。

2015年10月，玉苏普一家迎来了生活的
一线转机。由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主导，在和
田市卫计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比拉力被选
送到汝州接受免费治疗。

玉苏普回忆说，儿子刚来时全身肌肉
僵硬，不会坐、不会走，还有严重脑积水。

原本没有康复可能的比拉力，经过几个月
的治疗，奇迹般地出现了好转：能坐稳了，
能爬着前行了，能站起来了，再后来，能蹒
跚走上一两步了。

2016年5月20日，这一天玉苏普难以忘
怀。正在康复训练的儿子突然挣脱他的手，一
口气向前走了十几步。那一刻，这位倔强的新
疆汉子喜极而泣，泪水淌湿了脸庞。

在金庚康复医院，像比拉力这样接受免费
治疗的新疆脑瘫患儿共有38名，其中18名患儿
已经康复回到了新疆，过上了正常孩子的生活。

爱心是雨，滋润久旱的树

3月7日，远在千里之外的和田市墨玉县
金庚罗科曼医院肌体训练室里，十多个脑瘫患
儿也在做着康复训练。

在新疆 2000多万人口中，脑瘫患儿有
9000余名。2015年，在了解到和田地区脑瘫
发病率高、治疗条件差的情况后，宋兆普和有
关专家多次到和田地区巡诊，筛查脑瘫患儿
2500人次。

宋兆普十分清楚，让和田地区的脑瘫患儿
都来汝州治疗很不现实，当务之急是在和田建
立专门的康复机构，收治更多的脑瘫患儿。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墨玉县罗科曼医院
的积极响应。2015年10月14日，墨玉县金庚

罗科曼医院正式成立。通过PPP模式，两家
民营医院提供医疗场所、医疗资金、医护人
员以及医疗技术，政府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这是当时和田地区第一家收治脑瘫儿
童的专科医院。前来问诊的人络绎不绝，楼
道里都摆上了病床。”罗科曼医院院长哈巴
尔说。

“孩子有病不能等，再难也要想办法扩大规
模。”克服种种困难，2016年，两家医院又分别
在和田市和洛浦县建立了脑瘫儿童康复机构。

1年多的时间，新疆3家康复机构共接收
住院脑瘫患儿830余名，其中300余人已经康
复出院。

因缘际会，因爱相生。去年，汝州市与和
田市结为友好城市。双方相约：加大经贸、文
化、医疗方面的往来。汝州市每年拿出500万
元用于支持和田市脑瘫患儿康复事业。宋兆
普说：“今年我们打算在新疆再建3家康复机
构，让更多的新疆脑瘫患儿及早接受救治。”

爱心是树，撑起健康绿荫

在救治新疆脑瘫患儿的过程中，宋兆普
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治好一个患儿，就相当
于拔掉了一个家庭的穷根。然而，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

在宋兆普提议下，医院在给患儿做治疗的

同时，对陪护患儿的家长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
基本的按摩、熏蒸、语训等康复技术，达到任职
条件的可以在返乡后到康复机构做康复师。

2015年 7月以前，墨玉县萨依巴格乡塔
木格力村村民吾妮且木·吉力力带着患脑瘫的
儿子到处求医，先后花去医疗费4万多元，但
效果并不理想。

而随后的汝州之行，她和儿子收获了太
多：3个月，儿子就能独坐，7个月后便会走路，
8个月后完全康复，同时，虚心学习的吾妮且
木·吉力力熟练掌握了康复治疗技术。

2016年3月，母子二人回到家乡后，在宋
兆普的帮助下，吾妮且木·吉力力在墨玉县金
庚罗科曼医院做了一名康复技师。

勤奋工作的她进步很快，迅速成为业务骨
干，每月可以领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困难的
家庭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

目前，已有5名曾经在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陪同孩子看病的脑瘫患儿家长，在和田地区
的金庚医院就业。

“一个脑瘫患儿家长能当上康复师，会让
这个家庭快速脱贫。”哈巴尔对比了当地农民
人均收入后这样说。现在，两地的医院都有意
识地在患儿家长中培养康复师。

德泽西域，大爱无疆。跨越千山万水，这
份大爱必将在广袤的西域大地生根发芽、枝叶
繁茂。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护城河、深沟高垒、
城楼、箭楼、瓮城……中国古代都城有着怎样
的发展轨迹？古人拿什么来守护自己的都城？

3月13日，记者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考古人员通过对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东
城北城门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战国时期
郑韩故城的瓮城，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
遗址中实属罕见，填补了我国古代都城建筑
史上的一个空白，对研究中国早期城市防御
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郑韩故城考古工作开展50多年来，

经过科学发掘找到的第一个城门。”发掘领队、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站长樊温泉说，
通过对郑韩故城东城北城门遗址城墙缺口剖
面的清理，发现城墙主体建于春秋时期，战国
时期进行了大面积的修补。同时，在城墙缺口
外侧约50米处，发现了一道大致呈东南—西
北走向的夯土墙基，和城墙缺口两侧向外突出
的墙体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瓮城体系。

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为
了保护城门，通常在城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
城门包围起来，这个小城就是瓮城。敌人一

旦进入瓮城，守军将主城门和瓮城门关闭，即
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鳖”之势。《诗经·郑风·
出其东门》就有对郑韩故城瓮城的描述：“出
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闉闍”即为瓮城。
郑韩故城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郑
国、韩国后期都城长达539年之久。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去年4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
作站开始对其实施发掘。此次发掘基本廓清
了郑韩故城东城北城门的结构。同时，考古人

员在清理春秋晚期一条道路时，发现一条深
约4米、宽达14米的壕沟，和道路并行进入了
城内。专家由此推测，这和当时城市的排水
系统有关，表明城门由下穿的门洞及水门两
部分构成，具备瓮城防御体系并有“渠门”。

此外，本次发掘还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
清时期带车辙的道路、夯土建筑、城壕、活动
硬面以及灰坑、水井、墓葬等遗迹。值得一提
的是，此次发掘的道路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
到明清时期，为研究新郑的城市变迁提供了
实物资料。②40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3月 10日，记者从省教育
厅获悉，今年我省将招收3000名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专业学生。这是为更好地解决乡村教师补充难问题，
我省第二年实施地方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招生人数
比去年多了2000人。

全科教师属于定向培养，是专门为农村教学点培
养的能够承担小学11门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今年
我省定向招收本科层次小学教育（全科教师）专业学生
1000人，随本科二批次按平行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
录取。考生须在被录取学校签字盖章的定向就业意向
书上签字，并承诺到协议地的县（市）农村教学点就业
不少于6年；专科层次计划招收2000人，随全省春季
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进行。考生同样须承诺毕业后到乡
村小学、教学点工作不少于6年。

学生在校培养期间，除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
定的生活补助费外，还可享受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国家
奖学金等相关政策。

我省承担本科层次招生任务的高校有6所，分别
为信阳师院、洛阳师院、周口师院、商丘师院、安阳师
院、郑州师院；承担专科层次招生任务的高校有5所，
分别是信阳师院、洛阳师院、南阳师院、郑州师院、焦作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③7

本报讯（记者 董娉）3月 13日，记者从南航河南
航空有限公司获悉，从3月 26日起，民航将执行夏秋
航班计划，南航河南航空将引进6架波音737-800型
飞机，新开郑州-阿克苏-喀什、银川-郑州-珠海、银
川-郑州-普吉、深圳-郑州-兰州航线，持续打造中原
与西北“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

近年来，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司积极打造“一带一
路”互联互通开放通道，每年都要新开数条中原与西北
的互联互通航线。

从3月26日起，南航将开通每周四、周日的郑州-
阿克苏-喀什航线，至此，郑州到新疆喀什航线达到每
天1班。同时，还积极发挥兰州和银川的区位优势，新
开每天1班的银川-郑州-珠海、每周3班的银川-郑
州-普吉往返航线和每周一、三、五、日的兰州-郑州-
深圳航线，加密广州-郑州-银川至每天1班，使南航
郑州-银川往返航班达到每日2至3班。

其中，银川-郑州-普吉航线为每周一、四、六
19：20从银川机场起飞，21：00到达郑州机场；21：55
再从郑州机场起飞，每周二、五、日凌晨02：40到达普吉
机场。接着03：40从普吉机场返回，08：20到达郑州机
场；09：20从郑州机场起飞，11：10回到银川机场。③7

大爱无疆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救治新疆脑瘫患儿掠影

郑韩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瓮城

南航河南将开通多条新航线

我省今年招全科教师
定向生3000名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杨社强

【核心提示】 20年前，伊

川县在洛阳市率先摘掉了国家

级贫困县帽子。后由于种种原

因，伊川县还有一些村，一部分

群众没有摆脱贫困的羁绊，被定

为省级贫困县。20年后，伊川

县再次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军

令状”，今年在全市要再次率先

摘掉省级贫困县帽子。2月 14

日，伊川县召开千余人参加的

脱贫攻坚推进会，县委书记李

新红要求全县上下“咬定目标

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建功立业，

以决战决胜之势确保完成全年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日，记

者就伊川县脱贫攻坚摘帽的思

路举措和保障采访了县委书记

李新红。

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5486 户 57446 人，其中，56 个
贫困村贫困户 6959 户 27579
人 ；非 贫 困 村 贫 困 户 8527 户
29867人。在前几年脱贫的基础
上，2017 年，全县主要任务是完
成剩余 28个贫困村和 25100 名
贫困人口脱贫，将贫困发生率控
制在 2%以内，实现贫困县摘帽
目标。

■脱贫目标

夯实转移就业主渠道

针对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的
现状，县委书记李新红告诉我们：“转
移就业仍然是实现贫困户脱贫的最
直接、最有效、最稳定的手段。从调
研情况来看，脱贫户的家庭收入构成
中，打工收入要占80%以上。贫困户
中只要有1个人能够稳定就业，一年
外出务工10个月左右，5口人左右的
贫困户实现脱贫是绝对不成问题
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大就业培
训力度，实现就业人员从低端化就业
向高端化就业转变、临时性就业向长
期性就业转变，使其能够实现稳定性
的工资收入。”

就短期扶贫项目，记者还了解
到：对于劳务公司、工商企业组织贫
困户外出务工或到企业就业能让贫
困户脱贫的，县里提供经济支持和金
融贷款服务。对于贫困户参加就业
技能资格培训的培训费、生活费或免
或给予补贴。鼓励贫困户从事电焊、
汽修、美容美发、机电等行业培训，做
到短期与长期结合。

“我们鼓励贫困户在省内外打
工，对在省外连续务工 6个月以上，
收入达15000元以上的贫困劳动力，
县里给予他们1000元的往返路费和
其他费用补助。在省内连续务工 6
个月以上，收入达10000元以上的贫
困劳动力，县里给予他们500元的往
返路费和其他费用补助。目前，我们
已经筹集了 7000个岗位，专门为贫
困户劳务输出或就业提供方便。”李
新红说。

项目做支撑
产业扶贫全覆盖

在谈到好的增收模式时，县委书
记李新红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是
鸦岭乡张坡村的托管养殖帮扶模式，
张坡村有118户贫困户，村委主任许
群安是养殖大户，为增加贫困户收

入，在许群安的带动下，经过 118户
贫困户同意，整合每户到户增收项目
资金 5000元，共计 59万元，用于购
买羊羔，放在许群安的养殖场集中养
殖，厂房建设、日常运转、饲料等支出
由许群安负责，同时从贫困户中遴选
出 9人成立管理理事会，统一管理，
统一算账，监督资金使用和养殖场运
转。目前共养羊 1100 余只、养猪
130头，养殖场与贫困户收益按五五
分成，每个贫困户年均增收 4000—
5000元。二是江左镇苑庄村的股份
帮扶模式，由 13个贫困户从县小额
贷款担保中心贷款65万元交给新大
农业使用，新大农业每年给每个贫困
户股份分红5000—6000元。

为保证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
伊川县还以新大牧业为依托，建设种
养结合家庭农场，今明两年建设500
个，今年规划建设 200个，带动贫困
户稳定脱贫，每个家庭农场村级增加
集体收入 15万元，帮助贫困户每户
每年增收 5000—10000 元；利用国
家光伏扶贫政策，强力推进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在 56个贫困村和贫困户
超过 50户的 28个非贫困村建设 84
个300千瓦村级光伏电站，保证每个
村级光伏电站带动贫困户 20户，户
均每年增收不低于 3000元，村级增
加集体收入6万元；鼓励贫困户超过

30户的行政村，村村建设扶贫就业
车间，政府补贴租金，以废旧厂房为
依托，以致富能手为引领，带动贫困
劳动力家门口就业脱贫；伊川农商行
捐资 1500万元捐建扶贫产业大棚，
主要用于带动贫困户发展立华畜禽
养鸡、食用菌、蔬菜和树莓种植等产
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真心解决群众解决不了的问题

目前，伊川县还有极个别贫困
户，因灾因病或意外事故，导致家庭
条件极其困难，自身脱贫能力非常
弱。也有一些极个别贫困户，由于家
庭人口较多，劳动力较少，即使个人
再努力也无法实现脱贫目标。另外
非贫困村的贫困户致贫原因往往都
是因灾因病、意外事故，贫困程度较
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

对此，县委书记李新红说，伊川
县 2017年脱贫攻坚，非贫困村的脱
贫任务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战场。去
年，我们发放和减免各类资金166万
元，资助贫困家庭学生2800名；为到
省外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3名本
科学生每人发放 3000 元生活补助
费，保证他们上学无后顾之忧。今年
将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户的帮扶力度，

在卫生方面对贫困户看病报销起浮
线基础上再增加10个百分点。组织
卫生、民政、扶贫等部门对贫困户看
病特事特办，让他们真正得到治疗。

“徙木立信”奖勇者
“五星创建”做保障

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告诉记者：
“县里今年将对在 2016年脱贫攻坚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3个党支部书记、
3个驻村第一书记按照组织程序提
拔为副乡镇长。我们就是要用商鞅

‘徙木立信’的做法来激励广大扶贫
一线的党员干部，让他们在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建功立业。”

贫困村能不能发展的问题，根本
上还是支部强不强的问题。为此，伊

川县委今年下发文件，在全县农村基
层党组织中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活
动。以基层党建统揽农村工作全局，
加快形成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与新农
村建设相互促进的工作格局。到
2020年年底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生
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主要围绕
“农村党建、经济发展、乡风文明、社
会治理、生态文明”五个项目进行。
按“农村党建星、经济发展星、乡风文
明星、社会治理星、生态文明星”创
建，面向全县 369个行政村和社区，
一个创建周期为一年。

“我们每年拿出 2000万元来对
获得三颗星以上行政村的党组织进
行奖补，在县城显要位置设置荣誉
墙，对获得三星以上的行政村党组织
和村两委负责人张榜公布，集中宣
传。”李新红说。

习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越往
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
策、过细工作。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
要下一番“绣花”功夫。在伊川县脱
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上，14个乡镇
和县直帮扶单位都向县委县政府递
交了军令状，县委县政府要求各级各
部门和各级干部以“绣花”的功夫做
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以2017
年贫困县脱贫摘帽为核心，撸起袖子
加油干，对不能完成脱贫任务的，从
严追责，贫困村不摘帽就“撸帽”。

伊川县农机局负责人与鸣皋镇党委负责人到贫困
户家中现场解决危房改造

谷瑶村民冯小利返乡创办鞋业加工厂带动80名贫
困群众就业

伊 川 县
脱贫项目江
左草莓种植

咬定目标不放松 撸起袖子加油干
——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