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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廖涛

9月 11日，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大沟村小学的两间教
室里书声琅琅。学校唯一的老师、今年 56岁的杜广云说：

“我快退休了，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老师来，不能耽误这群
娃儿的学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大山深处的教育“薪
火”传递下去。

1981年，高中毕业的杜广云放弃去南召县机械厂当工人
的机会，到大沟村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36年来，曾有20多
名教师先后到来又离开，只有杜广云一直坚守在大沟村小学
的三尺讲台上。

1990年暑假，一场大暴雨淋垮了土坯搭成的教室。为了
不耽误孩子们开学上课，杜广云连日翻修房屋，超负荷劳动加
上淋雨，他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医院醒来，杜广云发现自己的
半个身子再也无法动弹了。

“村里就我一个老师，孩子们不能因为我失学。”身体瘫
痪了，生活不能自理，杜广云仍放不下他的学生们。妻子李
正洁理解他的心思，用柔弱的身躯背起杜广云：“我来当你的
腿和脚。”

这一背，就是16年。沿着崎岖的山路，蹚过校门前的小
溪，杜广云夫妻两人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一年夏天，暴雨
后小溪变成急流，李正洁脚下一个打滑，和背上的杜广云一
起跌入水中，被冲出几十米远。扒着河里的树杈，两人苦苦
坚持着，直到被路过的村民救起……16年来，从家到学校的
两公里路程两人往返了无数回，粗略估算，这一趟趟下来，他
们足足走过了2.5万公里。2006年，杜广云和妻子搬进了与
学校一墙之隔的新家，从此杜广云不用再让妻子背着去给学
生上课了。

36年来，大沟村小学保持着100%的入学率和毕业率，没有
一个孩子辍学，从大沟村走出的学生已经有多名考上了大学。

杜广云的行为改变了大沟村人的命运，他的事迹也感动
了无数人，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和“中国
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感动中国”候选人。

如今，大沟村小学修起了新校舍，杜广云帮助山里孩子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仍在继续……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11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1月至8月，全省电
信网络诈骗共发案3.28万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8466名，共止付冻结资金5.89亿元。

警方提醒大家，目前电信诈骗手段不断
升级。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正成为电信诈
骗团伙套取、转移赃款的渠道。

据省公安厅统计，今年已发生的电信
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要求受骗人通过第

三方支付转款的占55.19%，使用网银或手
机银行转款的占 20.09%，现金存款的占
11.91%。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利用第三
方支付平台转移赃款手法多种多样，诈骗
分子或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用受害人
账户内资金在网购平台购物，再将购买的
商品通过回收商城洗钱套现；或是将资金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和银行账户间多次转

移，最终在银行ATM机取现；或是通过网
上银行转账，将赃款以购物名义转到第三
方支付公司绑定的POS机套现。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只要做到保管
好“一卡、两码、三要素”，牢记“三不要”，
就可有效防范电信诈骗，捂好自己的钱袋
子。

“一卡”是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和网银盾
等安全产品，不要借给他人使用；“两码”是

指电子银行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绝不能以
任何形式透露给他人；“三要素”是身份证
号、账号、手机号码等个人私密信息，切勿
随意泄露。

“三不要”是：一不要使用陌生的公共
网络；二不要点击不明链接和扫描二维码；
三不要轻信电话、短信、QQ、微信中的所谓
退款、贷款验资、司法协查、商品退款、积分
兑换、中奖退税等信息。②8

□本报记者 王平

在“全面二孩”生育高峰的时代，应
该努力营造和谐友善的生育环境。如何
选择分娩方式，让每位孕产妇都能享受
到“无痛”和“舒适化”的分娩体验,是产
妇和家属十分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省会部分医院的专家，为公众解惑答疑。

顺产、剖宫产如何选择？

“想不受罪就轻松当上妈妈，是不可能
的。”9月 10日，记者在省会一些医院的产
科病区采访时，很多新妈妈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面对顺产和剖宫产这两种分娩方
式，究竟如何作出选择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崔世红表

示：“分娩方式因人而异，无论是顺产还是
剖宫产，都需要产科医生作出科学合理的
评估。”她说，在提倡保证母婴安全的前提
下，医院会鼓励“准妈妈”通过自然分娩的
方式生育孩子。

而对于剖宫产，有着严格的医学指
征。“需要综合考虑大人和孩子双方因
素。”崔世红举例说，有的产妇患有心脏
病、妊娠期高血压等，或者有瘢痕子宫、骨
盆狭窄、前置胎盘等情况，若一味地坚持
自然分娩就会有生命危险；对于胎儿来
说，如果存在胎位不正、出现宫内缺氧等
状况，就要立即实施剖宫产来结束产程。

生孩子的疼痛只能靠“强忍”？

产痛可导致产妇情绪紧张、焦虑、进食

减少，宫缩乏力引起产程延长，还会使产
妇过度通气、耗氧量增加，甚至引起胎儿
低氧血症和酸中毒。但随着医学技术的
不断进步，用科学有效的手段缓解分娩疼
痛已成为现实，无痛分娩就是常见的一
种手段，应广泛普及。

河南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张加强介
绍，无痛分娩在医学上又称为“分娩镇痛”，
最常用的方法是“椎管内分娩镇痛”。“具体
来说，麻醉医生把极少量的药物直接注入
产妇腰椎管内，通过调整麻醉药物浓度和
剂量，使产妇疼痛感大大减轻，从而可以更
好地配合助产士，使产程更加顺利。”

针对很多人认为的“打麻药会影响孩
子的智商”，张加强解释说，“无痛分娩的麻
醉药剂量极低，而且药物并不是通过静脉
进入血液循环，不会透过胎盘进入胎儿体

内，因此对胎儿以及孕妇产后哺乳无任何
不良影响。”

目前，无痛分娩在英国、美国已有85%
以上的普及率，而中国却不到10%。究其
原因，与麻醉医生的紧缺相关。

据了解，全国目前有麻醉医生8.5万多
名，缺口约 30万人，很多综合性公立医院
要应对日常繁忙的外科手术，而分娩镇痛
需要麻醉医生24小时监护，人手短缺导致
无痛分娩没有得到广泛普及。

此外，在省会一些综合性的公立医院，
无痛分娩项目收费未纳入医保，也影响了
这项技术的推广。实际上，除了这种药物
性镇痛外，一些妇幼专科医院还同步开展
了水中分娩、低频脉冲治疗法、精神安慰
法、呼吸法等非药物性镇痛，同样对产程和
胎儿无影响。②8

杜广云：
瘫痪身躯撑起三尺讲台

顺产还是剖宫产，专家认为

孕产妇需要“舒适化”分娩

防范电信诈骗 牢记“三不要”

基层全媒体连线身边的感动

9月 12日，郑州
市郑东新区永威睿丁
幼儿园，小朋友在阅
读绘本图书。日前，
河南省少儿图书馆在
该幼儿园设立分馆，
首批配送了优质低幼
绘 本 图 书 1000 余
册。⑨6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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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乡凤泉区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局走进新
乡市国税局凤泉分局开展警示教育，由常鹏庆局长为全体
干部职工讲授预防职务犯罪知识，并赠送了预防书籍，该
局共70余人听取了讲座。常鹏庆说腐败是依附于国家政
权的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亦是当前困扰全球各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严重破坏公共权力
的运行秩序，侵害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威信
与公信力，阻碍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
的危害与威胁，历来为社会公众所深恶痛绝。对国家和政
府而言，反腐败乃是提高行政效率、提升国家和政府形象
以及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其合法性的重要
根基所在。因此，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反腐败始终都是
国家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又结合该局曾经发生的案
例，教育警示大家要以此为戒，警钟长鸣。根据国税局的
工作职能，常鹏庆提醒干部职工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消除特权思想，树立廉洁从政思想，正确行
使好手中的行政审批权、监督管理权、行政处罚权等权力，
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此次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受到国
税局干部职工的好评，一致认为讲座很有针对性和警示作
用，为每一名干部职工敲响了警钟。 (张晓晓)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建立多项工作机制，
探索检察人才成长途径，为检察事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有力推
动了各项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是轮岗实习精准考察。对新进人
员采取轮岗实习措施，找到其个人特长和检察工作的最佳结合点，最
终将新进干警分配到与自身素能相适应的工作岗位。加大对中青年
干警轮岗交流，每年有针对性地对中青年干警进行调整，多岗位循环
流动，增强工作效率，提升综合素能。二是主副配置挖掘潜力。在案
多人少、人才短缺、年龄断层等执法办案部门和综合部门的重点岗位
设置副岗，解决各部门业务量与人员不均的矛盾。目前已有35名干
警进行了副岗锻炼。三是导师结对提升能力。在全院范围内对业务
能力强的骨干干警进行筛选，确立优秀干警、业务骨干和岗位能手等
干警组建导师人才库，采取一对一的培养方式，通过“传、帮、带、训”，
让青年干警在短时间内掌握业务核心内容，实现人才速成。四是机
制创新增强活力。抓班子建设，增强主体责任意识；抓队伍建设，提
升法律监督能力；抓制度建设，完善规范管理措施；抓督效问责，落实
监督责任；抓从优待警，体现以人为本情怀入手，积极探索在新时期
加强队伍建设的新方法、新举措。 （牛凌云 陈德顶）

加强检察人才培养

今年以来，三门峡陕州区王家后乡积极采取多
项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效能革命。一是加强领导，明
确责任。实行每周例会制，总结上周工作完成情况
和安排部署本周工作，以目标倒逼促工作落实。二
是加强制度，强化管理。以制度为抓手强化内部管

理，完善党委议事规则、重点岗位廉政提醒谈话、首
问责任、信访接待等14项制度。三是加强监督，提高
效能。乡纪委按月对乡机关、各村工作安排情况进
行通报，不定期进行督查，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促进
工作有效落实。 （刘建立）

为全面落实“七五”普法工作，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
年法治观念，洛阳瀍河区司法局利用开学之际，分别于9
月6日、8日在新建小学、洛阳市第三十六中学相继组织
开展了“秋季开学法治第一课”活动。该局邀请河南智
翔律师事务所张志恒律师，为新建小学六年级师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现场为100余名师生发放宣

传图书，为30名贫困学生赠送了书包等学习用品。在第
二场活动中，曹振峰律师围绕“中学生的责任与权利保
护”这一主题，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向学生们讲授了
中学生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责任，使许多同学对
法律产生了浓厚兴趣，增强了青少年的法治意识、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受到师生一致好评。 （李晓萌）

走进国税局开展警示教育

开展“秋季开学法治第一课”活动

多举措推进效能革命

日前，洛阳洛龙区安乐镇党委要求各村党组织
书记围绕履行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党建工作
情况，公开述职述廉。将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
相关要求向村干部延伸，促进村干部勤政廉政。组
织村干部签订党风廉政承诺书，结合岗位就廉洁自

律、勤勉尽责写出承诺。年终召开勤廉评促会，村两
委干部在会上向村民代表、村监会成员述责述廉，并
接受群众民主评议。严肃解决能力不强、作风不扎
实等问题,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吴子旭）

严格考评 促进实效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9月9日重阳节，跟往常一样，资深彩
民张先生不紧不慢地来到厅内，在25号
机器坐定，开始投注。有半小时左右，他
扭头跟笔者说：“关注中福在线这么久了，
今天连着拍出两个25倍，感觉可奇怪，是
不是要出25万的节奏啊？”笔者说：“有可
能，俩月没出大奖了，努力加油吧！”他回

过头看着13号机器说：“我每次来都锁定
13号机器，一直也没出，可我对它就是不
死心，不行，我还去13号投注！”下午2时
5分，张先生呼啦一下站起来，高声呐喊：

“我的天，快来看，够了，够了，我的13号
机器终于给了我一个惊喜，一个奇迹！
25万大奖归我了！”本来寂静的大厅瞬间

沸腾了！张先生激动万分地说：“回家开
个小店，小日子红红火火过起来！”付出终
有回报，张先生对福利彩票事业的执着关
注，换来今天的满载而归，恭喜贺喜！延
津中福在线厅热诚欢迎各界人士的光临，
大奖等你来，时不我待，赶快行动吧！

（赵庆）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9月 6日，洛阳福利彩票中福在线再
传喜讯！涧西区西苑路销售厅，一位幸运
彩民中得了“连环夺宝”大奖，揽获奖金
25万元。这是该厅今年中出的第7个25
万元大奖。

据该厅工作人员介绍，这位幸运彩民
是位资深彩民，平时就经常来销售厅进行
游戏。当时，这位幸运彩民正在16号机
上进行“连环夺宝”游戏。当局，该彩民使
用100分进行了5倍投注，在“连环夺宝”

第 3关中出了 24颗绿宝石。根据规则，
可获得奖金25万元。

据悉，2017年洛阳中福在线中出大
奖可真不少，截至目前，已有22位幸运彩
民，斩获25万元全国累计大奖！ （王龙）

洛阳彩民给力 喜中“连环夺宝”第22个25万元大奖

九月奇迹 延津厅重阳节中出25万大奖

管理团队整体输出 经营风险共同承担

美豪酒店加盟热线

400-159-9158

中国酒吧剧院式商旅酒店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为增强全省人民国防观念和防空
防灾意识，提升人民群众对防空警报的识别能力，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经省政府同意，定于9月18日上午
10时 00分至10时 31分在全省范围内将组织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
警报鸣36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周期；空
袭警报鸣6秒、停6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周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试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5分
钟，共31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
和生活秩序。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7年9月11日

关于组织“9·18”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