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

6月14日是第14个“世界献血者日”

我省开展

“学雷锋日”“世界红十字日”
等节日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无偿献血队伍进一步壮大

我省无偿献血人数达107万人次
采集全血388吨
采集血小板13.5万单位
血液采集量居全国第一

2016年2017年上半年

郑州无偿献血人数21万余人次
千人口献血率21.63‰
采集全血66.2吨
约占全省采集总量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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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何为

6月 13日早晨，宁陵县张弓镇管
庄村的李春艳吃过早饭后，从家步行
到村头旭日旅行背包厂上班。

“现在幸福多了，厂子建在家门
口，既能挣钱也能照顾家。”李春艳一
边熟练地操作缝纫机，一边高兴地对
记者说。她刚开始不会缝纫，政府不
但免费培训，还给她补助了200元，现
在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实现了脱贫
增收。

李春艳所工作的厂子，是当地政
府投资建设的一个“扶贫车间”。

管庄是宁陵县的一个贫困村，精
准识别有贫困户 95户 348人。近年
来，通过实施产业帮扶富口袋，文化扶
贫富脑袋工程，当地政府投资20多万
元，建设了一个 800多平方米的标准
化扶贫车间，引进了旭日背包厂，把

“扶贫车间”建在村头，带动管庄及周
边16名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解决 50多个就业岗位。在产业扶贫
的带动下，去年全村35户 138人实现
脱贫。

同时，全县第一家村级电商服务
中心在管庄成立。村民到服务中心通
过网络不仅可以代买家电、服装等日

用品，还可以把本村的农特产品卖出
去。

“现在真方便，不用赶集了，昨天
我刚通过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村民朱
艳丽指着服务中心高兴地说。

更令管庄群众自豪的是环境的
变化。去年，该村结合扶贫攻坚，整
合各类涉农资金和社会资金，实现村

九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了“管
庄八景”，新建了文化广场、整修了村
内道路。管庄曾经的贫困落后已经
不见了踪影，代之的是宽敞的文化广
场、时尚的公园小湖。每晚华灯初
上，附近村庄的群众齐聚管庄，欢乐
的广场舞跳起来，幸福的笑声响彻夜
空。③4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6月13日，在太康县常营镇五子李
村的一座农家小院，火红的石榴花开得
鲜艳，赵志发推着妻子来到石榴树下晒
太阳。妻子躺在护理床上看着他微
笑。这样的笑容，赵志发等了18年。

沉睡了 18 年的妻子张青醒了！
18年来，赵志发，这个顽强乐观的太
康硬汉，用满腔的爱和坚守，唤醒植物
人妻子，书写了人间奇迹。

1999 年 10 月的一天，张青被一
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倒，造成颅内大量
瘀血，经过6个多月的治疗，虽然保住
了性命，却成了植物人。

从此，赵志发开始了另外一种生
活。每天天不亮，赵志发就起床给妻

子按摩、做饭喂饭，打发孩子上学。
给妻子喂饭，是件特别费时又特

别需要耐心的事。刚开始用注射器经
胃管慢慢往胃里注入牛奶、米汤之类
的流食。但由于长期往胃里注射食
物，胃黏膜容易遭到破坏，他就让她用
嘴吃饭，一小勺香蕉泥往往要用一上
午才能喂下去，半年后每天也只能吃
下两小勺、三小勺食物。为了保证食
物温度，常常是凉了再热，反复几次。
喂饭后，接着就要清洗疮伤、换药包
扎。换完了药，还要彻底清洗脖子上
的套管并且高温消毒……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这一切都忙完后，赵志发
还要抓紧时间去地里干活。

由于两个孩子都上学了，赵志发
在地里干上一个小时的活，就要回家

照看下妻子，接着再回去劳作。一年
后，在赵志发的精心照料下，妻子能慢
慢用嘴吃饭，身体条件也越来越好，被
医生认定不能医好的疮伤也奇迹般地
开始愈合。

赵志发家有 5亩责任田，种些小
麦、玉米、大豆，便于管理，但收入微
薄。家里拖拉机和值钱的农机具都卖
光了，他靠着一双手和一辆架子车在
田间劳作。每年庄稼收获后，先卖粮
食，给妻子买药，交了孩子的学费后，
他几乎身无分文。

去年10月的一天，赵志发突然发
现妻子的手指能动了，他拿东西在妻
子眼前晃动，眼珠也能随着转动，赵志
发欣喜异常。今年 3月的一天，赵志
发拿着萝卜问：“这是什么？”“萝——

卜——”妻子竟然能简单发声了。
社会也向这个苦难的家庭伸出关

爱之手，有个啥事邻里都会帮衬一把，
当地政府也将他家纳入农村低保。通
过危房改造，低矮破旧的房屋盖成了
宽敞明亮的新房。

两个孩子也争气。如今，女儿大
学毕业，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儿子研
究生毕业，被省会一家医院录用。去
年，女儿从网上给母亲购买了一张带
轮子的护理床。赵志发也能腾出更多
的时间打理庄稼，他种了 5亩麦茬西
瓜。“一亩地能收入3000多。”赵志发
乐呵呵地说。

“丈夫照顾妻子是天经地义的
事。我会守护照顾她一直到老。”赵志
发用朴实的话语诠释平凡至伟。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6月 14日，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省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今后，对于没有提交建设项目《工伤保
险参保证明》的，将视为安全施工措施
未落实，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通知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责任，督促推
动建筑施工企业依法参加工伤保
险。在严格施工许可管理方面，对于
没有提交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
明》的，视为安全施工措施未落实，不
予核发施工许可证；在严格费用管理
方面，工伤保险费在工程概算中必须
单独列支，作为不可竞争费，不参与
竞标。与此同时，我省要求加强宣传

和培训，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置
参加工伤保险情况公示牌，保障从业
人员的知情权。此外，我省将强化监
督执法，严厉查处违法用工、不参加
工伤保险、违规发放施工许可证以及
谎报、瞒报、迟报、漏报事故等违法违
规行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加
强与人社、安监、工会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执法协作机
制，实现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共同做
好建筑业职工权益保障工作。

记者了解到，各地建筑业工伤保
险工作将作为全省年度建筑施工安全
工作考核的一项内容。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14日，
记者从郑州大学获悉，该校2016年成
功获批华侨、香港澳门地区和台湾省
招生资格，今年计划通过联招考试招
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 30
名，根据生源情况，或将对招生计划进
行适当调整。

郑大今年面向全国招生，招生总
计划为 13300人，全部在提前批和本
科一批招生。在我省招生总计划为

8663人，其中提前批招生计划为 961
人，本科一批招生计划为7702人。

据了解，郑大今年新增 3个本科
专业，分别为儿科学、信息安全、物联
网工程，招生计划分别为40人、60人、
120人，全部只招理科。此外，该校新
增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机械工
程（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托特分校合
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只招理科，招
生计划为120人。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殷
广华）不仅对机动车占压盲道、绿道等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罚款、记分并集中
曝光，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
行为，也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微
博、微信以及户外电子显示屏上进行
曝光。近一时期，漯河市启动“史上最
严”交通整治，努力营造安全、有序、文
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交通文明
助推城市文明。

“经调研分析，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非机动
车行驶机动车道，机动车随意变更车
道，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驾乘摩
托车不戴头盔是漯河的‘六大交通陋
习’。”漯河市公安交通部门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营造文明交通的浓厚氛围，
漯河市在完善交通标识等交通管理设
施、优化执勤岗点的同时，切实加大对
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整治力度，严惩以
上六大交通陋习，坚决抵制酒后驾驶、
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闯红灯、强行超

车、超员超载六大危险驾驶行为，打响
了交通秩序集中整治攻坚战。

6 月 13 日，漯河市对 6 月 6 日至
12日发现的在市区主干道上机动车乱
停乱放、夜间违规使用远光灯、行人闯
红灯、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等90多
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曝光，并全
部录入交通违法系统，依法给予处罚；
对违法停放的无牌、假牌机动车和电
动车实施拖离暂扣并处罚。6月14日
上午，漯河市又举行文明交通助力城
市治理活动启动仪式，号召全体交通
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争做文明
交通的宣传者、推动者、实践者。

漯河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对公
职人员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将
定期抄告市文明委及其所在单位。
国家及省、市文明单位，每月发现一
人次不文明交通行为，对所在单位通
报批评，达到三人次时给予黄牌警
告，达到五人次取消所在单位文明单
位荣誉。③6

我省加强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

不参加工伤保险不得施工

郑大首次面向港澳台招生

漯河：

交通违法与文明单位荣誉挂钩

背包里的幸福

18年爱心坚守唤醒植物人妻子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9日至
11日，中国先锋诗歌流派大会在郑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个中国先锋
诗歌流派的代表和先锋诗评家、理论
家、翻译家在郑州会聚一堂，以纪念中
国新诗诞辰 100周年，彰显诗歌内在
精神，共谋新诗多元发展。

100 年前，胡适、陈独秀先后在
《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
革命论》，胡适率先发表史上第一组白
话诗。从此，以现代口语或以欧化现
代汉语为载体的各种主义与流派此起
彼伏，极大影响了20世纪中国诗史的
主导趋势与多样化形态。

2017年为中国先锋诗歌流派集体
亮相30年。大会认为，中国先锋诗歌
诸流派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无论

理论先行还是文本先行，或二者并驾齐
驱，无论是一个人孤独坚守还是一群人
抱团冲锋，都基于对于某种人类精神以
及诗歌精神的神秘感知和文明转型期
中国社会的深刻体验与责任担当。中
国先锋诗歌流派不仅从来没有割断过
与民族、民众，与时代、社会的血肉联
系，而且主动担当起坚守、发声的责任，
与各界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繁荣。

同时，与会代表就中国当代先锋
诗歌流派的语言形态、内容指向、发
展态势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和研讨，并
发表中国先锋诗歌流派大会《郑州共
识》。大会提出，今后，将以更富有建
设性的方式与各先锋诗歌流派进行
对话和交流，共同为中国先锋诗歌流
派发展孵化更加广阔的前景。③5

中国先锋诗歌代表郑州论诗

6·14世界献血者日
6·14 World Blood Donor Day

□本报记者 王平

6月14日是第14个“世界献血者
日”，当天记者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获
悉，2017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学雷锋
日”“世界红十字日”等节日无偿献血
宣传活动的开展，先后有30余家卫生
计生单位的3000余人，省委办公厅、
省体育局等77个事业单位的2000余
名公务员，以及高校师生等人群的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队伍进一步壮大。

不断完善采供血服务
和监管体系

自《献血法》实施以来，我省血液
管理工作始终坚持“政府领导、属地
管理、行业负责、依法办事”原则，以
确保临床供血和血液安全为中心，不
断完善采供血服务和监管体系建设。

据统计，2016年，我省无偿献血
人数达 107 万人次，采集全血 388
吨，采集血小板13.5万单位，血液采
集量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全省供
应临床全血及红细胞类制剂390吨，
血浆 158吨，血小板 12.5万单位，有
力保证了临床用血需求。

其中，郑州市在2016年参与无偿

献血人数21万余人次，千人口献血率
21.63‰，采集全血66.2吨，约占全省采
集总量的1/6，连续多年实现了临床用
血100%来自无偿献血，血液质量检测
100%符合国家标准，使无数患者得到
了及时救治。郑州市也连续九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我省六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称号。

部分地区临床用血季
节性紧张依然存在

无偿献血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临
床用血的需要。近年来，通过有关部
门的广泛宣传动员，以及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积极参与，我省无偿献血人
数不断增多，但同时，近年来我省临
床用血量增长率均保持在10%左右，
血液供给能力的增长跟不上医疗服
务总量增长的速度，部分地区临床用
血季节性紧张局面依然存在。

“临床用血季节性紧张，一般会出
现在每年的春节前后和七八月份，这
两个时间段由于天气原因、学生放假、
农民工返乡等因素，血液库存较为紧
张。”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偿献血招
募办主任郭俊勇接受采访时说，从
郑州市去年一年的无偿献血情况来
看，大范围的季节性血荒没有出现，
但A型、O型血全年都存在供应紧缺。

那么，每天需要多少人献血才能
保证基本的临床用血量呢？据郭俊勇
介绍，就郑州市目前正常情况下，临床
用血每天需要1500个单位，这意味着
每天要有800至 1000人来献血。为
了应对不同时期、不同血型用血紧张
的局面，同时考虑到血液保存有着严
格的时间限制，郑州市已招募建立了
固定献血者队伍、志愿服务者队伍、应
急献血者团队、机采成分献血者团队、
稀有血型团队等五支无偿献血者队伍，
同时，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还通过定期的
广泛宣传、利用节假日举办无偿献血活
动等方式，提前制订“预防方案”，较好
地保证了临床用血需求。②8

本报讯（记者 王平）6月 14日是第
14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我能做什么”。当天，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联合媒体在省人民会堂主会场举办了12
小时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吸引了各界人士
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队伍当中。据统计，
截至当晚8点，本次活动一共有1525人
参与献血，采集全血469150毫升。

当别人遇到紧急情况，我能做什
么？活动仪式上，走上台前接受表彰的
41位百次献血者和13个热心公益优秀
团队代表，用实际行动给出最美的答案。

郑州市民李君亮就是这次受到表彰
的一名百次献血者。从2002年起，李君
亮就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15年来，从
家人的不解、到默认、再到支持，他的无
私奉献感动了很多身边的人。如今的李
君亮，无偿献血已达119次。“我要用实
际行动告诉所有人，献血是健康的、安全
的，只要身体健康，这份爱我要继续传
递。”他告诉记者。③6

我省采血量位居全国第一
6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

“世界献血者日”
众人传爱心

6月14日，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在省人民会堂广场举行“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许多市民
参加义务献血，奉献爱心。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6月14日，封丘县供电公司的青年志愿者走进该县阳光社区，开展夏季安全
用电宣传活动，让居民进一步掌握夏季安全、绿色用电知识。⑨6 靳运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