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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一代名医，撒手人寰，天堂又多
了一位天使。”“医者仁心德惠天地四
乡同悲，丹心妙手悬壶济世诚心可
鉴。”郏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助理、内一
科主任刘现义去世已经一个月了，但
网络上对他的悼念热度依然不减。

刘山凝噎，汝河悲声。5月14日，
刘现义因胃癌医治无效，英年早逝，生
命永远定格在55岁。“你曾用全部的生
命在枝头怒放/你给春天带来惊喜，也
带来哀伤/我们情愿你没有那么美，没
有那么香/我们只要你的凋零没那么匆
忙/我们只要你的花期长。”同事王建敏
致刘现义的一首《凄美的石榴花》代表

了郏县父老乡亲的无限哀思与不舍。

弥留之际，他心里装的
还是患者

昏迷中开下了最后的
“天书”处方

5月 12日，刘现义的名字在郏县
会议中心久久回荡。以他为原型的情
景剧搬上了舞台，《大爱仁心》令在场
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落泪。

“这么好的大夫，怎么会得了癌
症？”“刘大夫的病情，真是让工作给耽
误了！”“刘主任这样好的大夫找不
来。”会议中心外，本以为可以在颁奖
盛典上见上刘现义一面的从全县各地
赶来的患者感慨万千、嘘唏不已。

时间回溯到 2月 3日，正月初七，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胃疼已半年有
余、守着医院的他，在陪病人检查的间
隙，终于挤出时间做了CT、胃镜等检
查。结果出乎意料：胃癌晚期，且癌细
胞多处转移，已无法手术。

始建于 1932 年教会医院的郏县
人民医院人才辈出，而被誉为郏县“神
医”的刘现义是该院的一面“金字招
牌”，尤其是在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方
面“很有一手”。在省肿瘤医院化疗期
间，突然“蒸发”的刘现义，电话快被打
爆了，“刘主任，您什么时候坐诊？”“刘
大夫，我血压又高了。”……

面对患者的殷切期盼，刘现义听
在耳里、急在心里。第二次化疗归来，
他向领导要求：“我要坐诊，我离不开

我的患者。”
胃癌后期疼痛难忍，但刘现义始

终用微笑着面对每一位病人。尽管医
院为他限号 30个，他却超负荷运转；
有些患者闻讯赶来探望，他却轻描淡
写地说：“我没事，放心吧。”

然而病情在迅速恶化。5 月 13
日，刘现义已经二十多天水米不进，身
体极度虚弱，基本处于昏迷状态。上
午9点多，他突然从病床上坐起，对着
妻子李晓英喊：“给我拿纸！”“开处
方！快点，患者等着呢！”他用颤抖的
右手，花了将近 10 分钟，开好了“处
方”，然后又重新陷入昏迷。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处方”啊！圈
圈点点，模糊一团，没有人能够看懂，包
括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相伴几十年

的妻子。李晓英说：“卧病在床这段日
子，他总是用手在床铺上写着、画着。”

不少人曾问刘现义：你是大夫，病
情恶化到这种程度都没察觉吗？他总
是支支吾吾。因为他的心里装的永远
都是患者，唯独没有他自己。

许多患者称，刘大夫给
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俺两口宁愿自己倒下
也不愿失去刘大夫”

“精于医术、诚于医德”——在郏
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大厅正中，挂着这
样一块牌匾。阳光映衬下，刘现义生
前亲笔题写的这幅座右铭显得更加熠
熠生辉。

听闻刘现义离世的消息后，年近
古稀的郭改清抑制不住地在家恸哭。
去年 6 月，郭改清患上脑梗，不会说
话、不能走路。仅仅半个月的住院治
疗和服用3个疗程的药物后她就完全
康复。“是刘现义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以后看病再也找不到他了。”

家住薛店镇西关庄村的岳延明和
关卿老夫妇都是刘现义的患者。有一
年的正月初二，岳延明突然吃饭困难，
有医生怀疑喉咙有炎症，但经过检查
也没得到确诊。后来，岳延明找到刘
现义，住院九天身体就痊愈。得知刘
现义胃癌病重时，岳延明、关卿动情地
说：“俺两口宁愿各折 10年的寿命为
刘大夫增寿。”

(下转第四版）

弥留之际，他心里装的还是患者
——追记郏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刘现义

本报讯（记者 董娉）6月 12日，卢森堡国际货
运航空公司和河南航投等在北京正式签署《合资合
同》，合资成立以郑州为基地的本土货运航空公司。
通过与卢森堡货航共享技术、管理和网络资源，打造
根植郑州机场、面向全球市场的航空物流运营高地
和连接世界的航空骨干运力。

作为全球领先、欧洲最大的全货运航空公司，
卢森堡货航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能为合资
货航带来“先天优势”，更将为郑州巩固和扩大国
际物流通道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保
障作用。

河南航投自2014年收购卢森堡货航35%的股
权后，三年多来先后开通多条洲际货运航线，覆盖全
球的航空货运网络骨架基本形成。“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让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郑
州，亟须一家基地公司为枢纽机场提供充足的运力
保障和通达的航线网络资源，实现高效的国际互联
互通。”河南航投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目前，卢货航在欧洲共拥有26架货机。按照发
展规划，合资货航投运后，将充分利用航权组合和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开发政策，打通连接世界主要经济
体的航空物流通道，在优先打造亚太间货运网络的
基础上与卢森堡货航现有航线网络无缝链接，形成
覆盖亚太、连接欧美、辐射非洲和大洋洲的全球性货
运航线网络。

栽下梧桐树，方能引来金凤凰。据悉，合资货
航借助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航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及行业影响力，将会吸引更多客货运航空、航材
维修制造、物流货代、地面服务、金融资本、电子
商务等优势资源向两枢纽地区集聚，进一步把

“双枢纽”做大做强，加快河南开放融入世界的步
伐。

“合资货航项目具备全球领先的航空物流运营
操作技术和航空货物运输管理方案，力争成为郑
州机场最具竞争力的基地货运航空公司、航空货
邮承运人及龙头企业。”河南航投董事长张明超表
示，其规划建设的全球航空货运网络将成为实验
区集聚航空物流企业和临空相关产业的核心，对
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的战略价值。③5

脱贫攻坚，党旗引领。在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全省各级党员
干部凝心聚力，把党建和精准扶
贫拧成“一股绳”，下“绣花”功
夫，敢啃“硬骨头”，把一面面鲜
红的党旗插在脱贫攻坚的一线
阵地，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党旗飘扬风帆劲，固本强基
谋发展。今日起，本报开设“党旗
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专栏，并设
人物篇、组织篇、成就篇，全面讲
述脱贫攻坚中的党建故事、解读
精准扶贫背后的精神动力。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6月12日11时，濮阳县郎中乡马白
邱村村头的两个蔬菜大棚里，欢声笑语
不断。

“俺家3亩荒地经过改良，种植哈密
瓜，估计能收入两三万元，这都是刘书记
的好建议啊。”村民梁增科笑着说。

“老梁，你种的哈密瓜口感好，濮阳
市一家单位要和你签订销售合作协议，
你不用再发愁哈密瓜的销路了。”省交通
运输厅驻马白邱村第一书记刘江满脸淌
着汗，在大棚里帮忙摘瓜。

刘江的皮肤黝黑，运动鞋上沾着泥
巴，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一名博士后。“现
在村民有事都来找我，把我当成了家
人。村民的期盼就是我的责任，不图别
的，我就是想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2015年 9月 6日，刘江作为省交通
运输厅唯一的博士后处级干部，从机关
来到马白邱村。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他
成了群众脱贫致富的贴心人。

报到当天，拎着简单行李的刘江
出现在村里时，有村民在背后嘀咕：

“没有基层经验，这个博士后能当第一
书记？”

“行胜于言”。刘江上任后挨家挨户
了解情况。“村里基础设施落后，没有一
家村办企业，村民收入单一，全村共有贫
困户20户90人，致贫原因有因病、因学

等。”刘江在民情日记本上一一做了记
录。

病根找准了，接下来就是对症下
药。刘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村内基
础设施。经他多方协调，争取到各类资
金380万元，为村里新修了水泥路、改造
了电网、安上了LED路灯、改造了废旧
坑塘、改善了村党员活动室。此外，为了
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他还筹资修建了
文化大舞台和健身场所。

在刘江看来，扶贫不仅仅是改变村
容村貌这么简单。（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6月 13日，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曹存正为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蒿慧杰当选为漯河
市人民政府市长。在6月12日闭幕的政协漯河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吕岩当选为政协漯河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席。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6月 13日，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周树群为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张建慧当选为商丘市人民
政府市长。在6月12日闭幕的政协商丘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昭宝当
选为政协商丘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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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刘江成了村民脱贫致富贴心人

蒿慧杰当选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建慧当选商丘市人民政府市长

开栏的话

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
人 物 篇

本报讯（记者 冯芸）6月 13日，
受省委书记谢伏瞻委托，省委副书
记王炯在郑州会见了由俄罗斯统一
俄罗斯党国家杜马议员团成员尤马
舍娃率领的青年干部考察团一行。

王炯代表省委对考察团一行的
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
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河南因大部分地区位于中国“母亲
河”黄河以南而得名，是中华民族和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全国重
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大省
和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能源
基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河南发展，各类战略规
划、战略平台叠加效应不断显现，河
南发展活力和后劲日益增强。

王炯说，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两国高层交

往频繁，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人
文交流蓬勃发展。河南与俄罗斯有
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我们愿在中
央政策框架内和中联部的指导下，继
续加强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希望
考察团一行在河南多走走、多看看，
加深对河南的认识，为促进中俄两国
地方之间友好交流、深化河南与俄罗
斯的务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尤马舍娃对王炯的会见和河南
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她说，通过
在河南一天的实地考察，对中国政
治制度的优越性和河南发展取得的
成就有了深切感受，希望将来有机
会更多了解河南经济社会特别是文
化发展情况。俄罗斯和河南在经
贸、文化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我们愿为深化两党交流、推动地
方合作作出努力。③5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13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在
郑州会见了来豫访问的卢森堡首相格
扎维埃·贝泰尔一行，并和省长陈润儿
共同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的签署。

在会见时，谢伏瞻代表河南省委、
省政府和 1亿河南人民对贝泰尔首相

一行来豫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
了河南省情。他说，习近平主席在
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倡议。
河南响应中央“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发展与卢森堡在经贸、文化、旅游、航
空铁路物流等多领域的交往合作，“卢

森堡—郑州”货运航线自 2014年开通
运营至今，通航点布局和航线网络不
断完善，目前卢货航全年货运量占郑
州机场同期货运总量的近四分之一。
卢森堡和河南之间发展战略契合度
高，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今年是
中卢建交 45周年，河南进一步加强与

卢森堡之间在航空等方面的合作，是
落实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的一
项重要举措。我们将以首相此次来豫
访问为契机，积极推进双方全方位合
作，创造更多合作成果。

贝泰尔感谢谢伏瞻的热情接待。
他说，2013年12月我当选首相以来，一
直致力于推动卢森堡与河南之间的合
作，看到各项举措不断得到落实，感到
非常高兴。我们取得的成果建立在相
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相信此次与河南有
关方面合作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强
双方的合作，给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更
多机遇和福祉。希望更多河南游客到
卢森堡观光旅游。

卢森堡驻华大使石泰嵋与河南航
投负责人代表双方签署了在河南开展
签证便利业务的谅解备忘录，卢森堡货
航与河南机场集团签署了专属货站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备忘录，河南航投将协助卢森
堡驻华大使馆在郑州开展飞行签证业
务，向我省及周边省份居民直接提供
赴欧盟签证的便利化服务，有力促进
河南与欧洲诸国之间的经贸文化往
来。

卢森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大
臣弗朗索瓦·鲍什，卢森堡财政大臣皮
埃尔·格拉梅尼亚，中国驻卢森堡大使
黄长庆，省领导马懿、穆为民、舒庆参加
上述活动。③5

王炯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
青年干部考察团

谢伏瞻会见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泰尔
谢伏瞻陈润儿见证签证便利业务备忘录签署

卢森堡首相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6月 13
日，卢森堡大
公国驻华使
馆与河南航
投在郑州签
署在河南开
展签证便利
业务的谅解
备忘录。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家门口可签证畅游26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