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莫韶华

68年，三代人，培育了6.9万亩的平原
林海，建起了名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
护林”之一的商丘市民权林场申甘林带。
1月 9日，河南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重磅
推出大型通讯《河南有个“塞罕坝”》，文章
以恢弘的气势、生动的细节和细腻的笔触
记录了商丘民权林场人牢记“绿化祖国”
的使命，在黄河故道的茫茫沙荒上坚守68
年，培育“绿色长城”的感人事迹。文章刊
发后，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网等新媒体
第一时间转发，好评如潮。截至刊发当日
晚7时，集团所属各媒体综合点击量突破
1000万大关，创造了2018年第一个爆款
新闻产品。

金山银山是一锹一锨种出来的

大河网网友“我是怪咖”：我知道民权

林场，沿着民权县城往北没多远就到了，

以前的申甘林带，现在的国家森林公园，

非常漂亮。这群人很了不起，这片林海已

经上了《民权志》了。初一历史老师都开

始给我们讲，模考经常会考到，这是河南

的骄傲，名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

之一，作为民权人，我骄傲。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这是河南

“塞罕坝”精神，68年三代人忠诚铸就。不

用说什么惊天动地，单单是这份坚守和传

承，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动。绿水青山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金山

银山不是挖出来的，而是一锹一锨种出来

的。中原更加出彩需要更多的河南“塞罕

坝”精神，这精神将鼓舞我们一往无前，撸

起袖子加油干。

为“河南塞罕坝”精神点赞

新浪网友“蓝天白云”：没想到我们身

边还有这么一大片林子，开春带家人去享

受享受森林浴。

微信网友“吃了柠檬”：这真是一项伟

大的工程，向护林员和育林员致敬。看到

“河南塞罕坝”这个热搜，我第一时间就想

到了申甘林，我为庄子故里这群人感到骄

傲！

大河网网友“威武雄山”：林场几代人

的努力，艰苦奋斗，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

的境地。旧貌换新颜，既带来巨大的生态

效益，也带来了很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为生态安全守住了底线，为经济发展

拓展了空间，为民生福祉增进了保障，真

正用树木给自己搬来一座座金山银山，展

现了精神的力量。

身子沉下去 新闻站起来

作为此次采访团的一员，河南日报记
者刘洋在接受大河网记者采访时说：“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深地被他们这种
坚守精神感动了。为了绿化祖国的承诺，
三代人坚守68年，任劳任怨，不忘初心，默
默奋斗，努力守护着这片绿色。同时，也
为我们中原腹地有这么大一片平原林海
而感到震惊。这让我想起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领导经常跟我们说的那句话，‘只有
身子沉下去，新闻才能站起来’,对于我们
记者来说，平时一定要深入基层，扎根人
民，才能更好地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
南声音，展示好河南形象。”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王建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科学分
析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
性。商丘民权林场三代人用漫长岁月在
沙荒上培育了近7万亩的平原林海，很好
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
谛，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

他认为，从我国现阶段看，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要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民权林场经过近
70年的人为造林，防风固沙，改善了区域生
态环境，为群众休闲创造了良好条件，而且
依托林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大大发展和
释放了生产力，成为中原大地的一颗绿色
明珠，为美丽河南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月1日，“红裤头”老乡火了；当天，《河南省见义勇
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施行。专家点评——

让世上永远绽放英雄之花

“办事处利用‘红管家’发布了全城清洁活动，我已经报名
了，明天上班得带着工具参加义务劳动。”1月 12日，中牟县东
风路街道机关支部党员邢小玲下班时拿出手机签到，顺便看看
平台上发布的志愿服务信息。

中牟县“红管家”是一套记录党组织党员政治生活、作用发
挥等情况的信息化系统，是将各个基层党组织建在网上、拿在手
上的创新载体，是党的工作量化考核的基础数据平台，从2017
年 9月1日起正式启动。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国岭
表示，新时期党建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党员群众上了网，党建工
作也要搬到网上，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有效补充，通过让大家喜
欢的方式，把党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充满活力。

网友@阳光灿烂说，在电脑端、手机APP端和微信公众号
可直观感受和体验“红管家”积分化管理服务，它构建了党建资
讯和组织活动、学习、生活、评价等全方位的生态体系，可以说功
能齐全、作用完善，对工作很有帮助。

无独有偶，新安县利用党政门户网以及微信公众号、微信
群、微博、电子屏等各类载体开设“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十九大
精神在新安”专栏，全县280余个传播平台参与其中，浏览量达
19万次，在网上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不少网
友对此创新评价称“武装新思想，拥抱新技术”。新安县将党课
搬上网络，干部职工通过直播平台参与学习，这种新颖的形式推
出后，立马引发众多网友点赞。

“只要拿着手机，点开一个链接，就能观看党课直播，这种宣讲
形式新颖，与以往的学习方式不一样，让人印象深刻。”网友“华生”
认为，利用直播平台，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传播效果翻倍。

有专家表示，无论是中牟县的“红管家”还是新安县的网上
学党课，均解决了基层党员“学习难组织，作用难发挥，考核难量
化，成效难体现”的问题，为“互联网+党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是激发党组织和党员活力的生动实践。 （王君杰 张扬）

□大河网 王亚辉

近日，微博、朋友圈被一位趴在冰上
救人的“红裤头”小哥王保华刷屏，这是
发生在 2018年 1月 1日金昌市龙泉公园
的一件事。事发后，当地媒体以及中央
媒体跟进报道，共同寻找“红裤头”小
哥，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位默默无闻的
河南好人。1月 1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
事，那就是《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障条例》正式施行。专家认为，通
过法律的保驾护航可以避免英雄流血又
流泪，保障英雄权益，能让世上永远绽
放英雄之花。

河南 20年表彰 864名见
义勇为英雄

这些年，河南好人在全国各地见义勇
为的事迹屡见不鲜，“红裤头”只是万千河
南好人中的一位。据河南省公安厅的统计
数据，自1998年以来，河南表彰奖励的省
级见义勇为英雄有864人，这还不含在外地
见义勇为的河南英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原有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已不
能适应当前需要。2010年以来获得省级
表彰的见义勇为人员共165名，其中92人
协助公安机关制止和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条例》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

2017年 12月 1日，《河南省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获得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通过，今年 1月 1日起正式施行。
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李承先说，不能再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已经成为社会的共
识。在他看来，《条例》的正式实施进一步
加强了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保护，有利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更多
的河南好人涌现出来，让河南人的善行义
举叫响全国。

社会各界纷纷点赞河南好人

大河网网友“行者”：寒冬脱光衣服需

要多大勇气？何况又是在冰面上行走，善

良勇敢可爱的河南老乡，好样的!

@平凡的驻马人：每当出现人命关天

的危险时刻，时常能看到奋不顾身、挺身

而出的河南人的身影。为勤劳、善良、勇

敢的河南人点赞！

用法律为英雄提供保障

大河网友“机器猫”：像“红裤头”这样

的河南好人还有很多，有些人甚至付出生

命。支持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提供保障，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扬帆起航：社会需要传递正能量，

应重奖救人英雄，提倡社会美德。

让世上永远绽放英雄的花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明锁教授
说，在王保华身上，体现了河南好人见义勇
为、舍己救人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特别需要发扬的民族精神。1月1日起正
式施行的《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障条例》会对像王保华这样的河南好人保
驾护航。张明锁教授认为，这种社会关爱
不仅温暖了英雄们的心，也温暖了社会大
众，会激励更多的河南好人挺身而出。

他认为，河南之所以英雄辈出，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英雄，我们不会让英雄
流血又流泪，河南已经通过法律，保护英
雄的光荣；地方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给予
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人物应有的奖励与
保障。我们要让世上永远绽放英雄之花，
顶天立地迎彩霞。

□粘孝康

央视网 1 月 12 日消息：11 日，从兰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列

车停靠于宝鸡南站时，一女子因与丈夫吵架，突然拦在车厢门

口，想阻拦列车发车。

“扒住高铁等老公”的事件还未平息，“报警让火车等 20 分

钟”的消息就刷了屏。这不，又曝出“女子与丈夫争吵阻拦高铁

发车”的新闻。高铁遭遇“破窗效应”，似乎国人的素质被打上了

一个大大的“问号”。

至 2017 年底，中国高铁总里程已占全世界高铁里程的 60%

之多，是名副其实的高铁第一大国，连续发生的这些新闻与国家

倡导的实现“高铁强国”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正如央视特约评

论员杨禹所言：“这段距离就差在高水平稳定的高铁文明上。”

中国的发展速度快，文明被建设远远落在后面的现象并不

少见。面对呼啸而来的高铁时代，除了要给安全知识普及提速，

也要给规章制度的明确性和严肃性定位，让人们意识到文明的

底线不可逾越，法制的刚性不能触碰。

经济在快速增长，社会在不断进步，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

人，正如搭乘高铁上的旅客，需要学习、了解与适应与速度相宜的

知识与文明规则。面对城市化快速推进，我们必须适应道路、信号

灯等一系列城市文明；汽车保有量快速扩张，我们要遵守交规和驾

驶文明；在日益方便快捷的自媒体时代，我们在自由表达传播上，

也应遵循不人身攻击、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规违法的底线……

“文明”的其中一种解释，是指社会进步，有文化的状态。市

场经济初期，为了招揽顾客，在自家店前装上音箱，高分贝地播

放音乐或高喊叫卖，曾经十分时髦。如今可能面临“噪声污染”

的投诉，不仅不“文明”，还可能“违法”。

社会进步很快，文明可不能太慢。作为推动进步的火车头，

政府相关部门也不能只想着建设，而忘记了印宣传册，百姓已经

有了现代化的硬件，也应该装上新时代行为习惯的软件，让文明

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梦。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跨入高铁时代
文明的“脚步”也要跟上

党员群众上了网，党建工作该咋办——

指尖上的“党建宣传窗”

68年坚守三代人传承，网友点赞河南“塞罕坝”精神——

金山银山要一锹一锨“种”出来

□蔡长伟 摄影报道

“来，孩子们，大家美美地理完头发，我们一起吃蛋糕……”1月11日，大河
网联合平顶山一家爱心企业走进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带来了食品、
尿不湿、卫生纸等生活用品，苏宁小狮子抱枕等物资，现场还为孩子们理发，唱
生日歌吃蛋糕。

走进福利院，这群特殊的孩子便拉着大家的手不肯松开，高兴地抱着爱心
企业送的狮子玩偶做游戏。爱心企业的理发师现场为十多个孩子免费理发，
大家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凝聚爱 一起来

爱心企业人士给福利院的孩子庆祝生日

孩子们收到爱心围巾很开心 爱心理发师为孩子们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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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是严重威胁居民健康的疾病之
一。而大脑作为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脑子
里长瘤还有救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脑
肿瘤的话题。

生长于颅内的肿瘤通称为“脑瘤”，脑
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其中以 20—50
岁人群最为多见。脑瘤包括由脑实质发
生的原发性脑瘤和由身体其他部位转移
至颅内的继发性脑瘤。原发性脑瘤依其
生物特性又分良性和恶性。良性脑瘤生
长缓慢，包膜较完整，不浸润周围组织及
分化良好；恶性脑瘤生长较快，无包膜，界
限不明显，呈浸润性生长，分化不良。但
是，无论良性或恶性脑瘤，均能挤压、推移
正常脑组织，导致中枢神经损害，从而造
成颅内压升高，威胁人的生命。

近年来，颅内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很多脑肿瘤被发现后已经无法手术治

疗，即使是良性肿瘤手术也存在着巨大风
险，因此脑肿瘤的早发现、早治疗显得至
关重要。建议居民要注意一些身体的细
微变化，警惕早期脑肿瘤的十大征兆——

1.晨起头疼：一夜睡眠醒来时往往头
疼最重，起身后会渐渐减轻，一般的头疼
多在午后可以得到缓解。

2.喷射呕吐：通常发生在头疼剧烈
时，呕吐后头疼可有所减轻。

3.视力下降、复视：早期可为一过性黑
蒙，并有短暂的视力丧失，随病情的加重渐渐
变为持续性的视力减退，最后可能完全失
明。复视，即两眼看任何物体都呈双影。复
视起初只有当眼球向一定方位注视时才能
出现，以后可发展到任何方向都能出现，最后
当两侧眼的位置已显著不对称时，复视反而
可减轻甚至消失。

4.视野缺损：看东西的范围变窄了，

通常表现双颞侧偏盲，严重时可妨碍患者
的行为。

5.单眼突出：即一侧眼球向前突出，严
重时可影响眼睑，引起睑裂、眼睑闭合不
全。一侧眼球突出的病例50%系由颅内
疾患造成，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脑肿瘤。

6.单侧耳聋：中年人若无中耳炎和外
伤的病史，仅有一侧听力进行性减退，伴
有或不伴有同侧耳鸣，多半为肿瘤压迫听
神经导致。

7.癫痫发作：指成年以后开始发病者，
如无外伤及其他诱因，则应首先考虑颅内肿
瘤。倘若抽搐发作局限于一侧或由某个肢
体开始，无论成人或小儿都应考虑脑肿瘤。

8.偏瘫：包括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
是半身无力或偏瘫，表现有病侧肢体少动
或不动，另一种是一侧肢体共济失调，表
现为动作蠢笨或不稳。这两种症状假如

是缓慢出现并渐渐加重，可能是脑肿瘤信
号。前者多见于大脑半球肿瘤，后者为小
脑半球肿瘤的征象。

9.肢端肥大：为嗜酸性垂体瘤特有的
临床征象，见于成年人发病者，主要表现为
手脚厚粗大，眉弓和下颌突出，面貌丑陋，
儿童发病者可发育成巨人。

10.闭经泌乳：育龄妇女非妊娠的闭
经、泌乳常为垂体肿瘤的首发症状。男
性主要表现为阳痿和阴毛、腋毛、胡须脱
落等。

如果您出现了上述的十大症状，就一
定要及早去医院就诊，进行头部CT及核
磁共振检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
绝大部分的良性脑肿瘤如脑膜瘤、神经鞘
瘤、血管瘤等，均可得到很好的治疗，甚至
达到治愈，且不影响患者寿命。部分生长
在脑重要部位的肿瘤难以手术或不能手

术，采取X刀等放射治疗后，肿瘤可有缩
小或短时间内控制增长，瘤体不再生长。
但对于恶性脑肿瘤如脑胶质瘤来说，仍难
以治愈，虽然绝大部分恶性脑肿瘤目前可
以采取手术治疗，但手术很难达到完全切
除，术后仍需要配合放化疗、X刀、Y刀等
治疗手段，瘤体或许还会再复发、再生
长。因此，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要务必重
视早期脑肿瘤的预防，掌握上述十大预警
信号，切实将疾病防控关口“前移”。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陈航，主任

医 师 ，医 学 博

士，河南省人民

医 院 神 经 外 科

病区主任，中华

医 学 会 河 南 省

神 经 外 科 分 会

委员，中华医师

协会河南省肿瘤分会委员。致力于

脑膜瘤的外科手术治疗及分子生物

学特性的研究，主持“脑膜瘤临床及

生物学特性研究”课题，获河南省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能熟练掌握神经

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

擅长各种颅内脑肿瘤的手术治疗，同

时对脊髓脊柱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

有独到见解，以及熟练掌握神经外科

包括显微镜，神经内镜及脊柱内固定

技术等各种微创治疗手段。每年完

成各类神经外科手术 400 台以上，收

治病例总数及手术难度分级居科室

前列。

专家名片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术、保
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南省人民医
院微信公众号（微信号：HNFYSY1904）；
若需其他服务可拨打“96195”省医24小
时综合服务热线，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
向转诊等服务伴你行。

警惕早期脑肿瘤的十大征兆
□河南省人民医院 陈航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