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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萍）5月 28日，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揭牌成立，标志着依托该
院建立的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正式
升级为“国字号”，这也是首个落户
河南的国家级远程医疗中心。

远程医学是医疗行业同互联网
科技融合的产物，运用先进的计算机
技术、通信技术等实现跨医院、跨地
域甚至跨国家的医疗救助，“先进的
技术让‘远水’也能解决‘近渴’，让基
层的群众能和大专家‘面对面’。”河
南远程医疗中心负责人翟运开说。

河 南 远 程 医 学 中 心 成 立 于
2010年，目前已在全国率先建成覆
盖全省的“省—市—县—乡—村”五
级远程医疗网络和开放共享远程医
疗综合服务平台，“其功能不只有大
家熟知的远程看病，还包括远程医
学教育、远程医学科研开发、数据资
源共享等。”国家远程医疗中心主任
赵杰说，而且它的“信息触角”已经
延伸至省外甚至境外，与新疆、山
西、四川等地的基层医院成功“连
线”，同时与美国、俄罗斯、欧洲和非

洲部分国家的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
关系。

远程医疗中心“升级”后，任务
自然也要随之“加码”，除了继续完
善省内建设，将承担全国层面的远
程医疗系统建设、质量监测、标准建
立、推广宣传等。

“首先是搭平台，实现全国范围
内的医疗数据交换、共享，为更加有
效的远程医疗奠定基础。”赵杰谈到
今后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的主要任务
时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医疗专
用网络，保证数据传输安全。“平台
今年将接入 20 个省的远程医疗中
心，两年内实现接入全部省份，对分
散的远程医疗资源进行整合。”

远程医疗有利于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是推进分级诊疗落地的重要
抓手。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阚全程认
为，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的成立是一
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要抓住契机加
速推进，实现“一个平台、一张网络、
统一管理、分级协同”。省卫计委也
会在年内出台《河南省远程医疗管
理办法》。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 月 28
日，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全
球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京办展办
会参会。我省商务部门以及45家企
业代表组成超过 260人的代表团参
会，集中向全球推介“河南服务”。

在京交会主场馆，河南代表团
举办了“河南服务，出彩中原”展览
展示活动，集中展出河南在陆上、网
络、空中丝路“三路并举”格局下服

务贸易的发展成就，以及发展服务
贸易的区位、人力、文化、市场、营商
环境等叠加优势，吸引了大批客商
前来参观洽谈。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相
比前四届，今年河南参会的展览展
示特点更加突出，不再单纯展示河
南产品，而是重点展示河南服务贸
易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河南支持服
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红利以及河南促
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创新举措。③6

□本报记者 陈辉

5 月 27 日，为时 6 天的 2018 中国
（河南）大学生时装周暨国际青年时尚
文化创意周在新密市落下帷幕。这次
时装周主题丰富，既有传统的品牌走
秀，又有专题论坛、与大师面对面、大学
生创意展以及校企合作大会等活动，是
我省服装产业的一次大展示。

服装产业是我省传统优势产业和
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经过十余年
的快速发展，主要服装产品产量连续多
年位居全国前列、中部六省之首。2017
年，全省服装业主营业务收入 3000多
亿元，居全国第 6位，其中郑州女裤在
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

“但当前我省服装行业面临一些突
出问题，缺大企业，缺大品牌，缺新观
念，缺引导手段，缺产业氛围。其背后
的根源是产业结构不优，高端人才不
足，创新力度不够。”省服装行业协会会
长李刚在时装周论坛上说，尽管河南已
经成为服装产能大省，但优质产能不
足，质量效益不高，拉低了产业的整体

竞争优势。
李刚说，从全国视野看，服装产业

生产格局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产能为王
时代到来，谁掌握了优质产能，谁就拥
有行业话语权。河南服装产业发展要
利用好人力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
优势，高起点构建优质产能。一方面继
续大力推进“巧媳妇工程”，着力把劳动
力存量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优势，争取
到 2025 年形成 300 万~400 万的产业
工人大军，使河南成为实实在在的“服
装工厂”。另一方面要重视新生代设计
人才的培养，加强校企合作与平台建
设，努力把河南服装院校大学生人数众
多的存量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优
势。

服装与城市文化密不可分。时装
周的开幕大秀以“轩辕颂”为主题，来自
国内外的 50 多位模特展示了 90 套融
合中原文化符号的时尚服饰，体现了传
统文化在现代舞台上的传承与创新。
这一幕受到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
院院长、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吴
海燕的认可。她说，传统活化是时尚设

计之源。对传统文化遗产和美学元素
要探究从“保护、研究、传承、发扬、活
化、设计、市场、经济、价值、生活”等一
系列融合发展之路，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发展。她说，活化中原文化，提
升服装设计水平，对促进河南服装产业
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服装业的转型离
不开线上电商平台。目前，我国服装网
购额已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网络零售的
最大品类，河南本土企业逸阳服饰因为
抓住电商机遇，已经成为女裤电商品类
的领头羊。论坛上，服饰电商营销领军
人、卖客星球创始人廖兵分析了服装行
业发展趋势。他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
时间碎片化、流量碎片化是显著的特征，
接触商品的场景在变，购买商品的决策
方式在变，因而服饰品牌的营销也必须
随之而变，在产品策略上，小而美才是王
道。小是产品要小，是轻量级的简单产
品，美指产品足够好看，符合时代审美或
有独特的气质。他说，河南服装企业众
多，生产能力强，利用好移动电商平台，
在细分市场大有可为。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 月 28
日，记者从省文化部门获悉，2017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活
动日前在北京揭晓，由河南博物院
编著的《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
之路音乐文物》一书入选。

此次活动共有 532 种图书参
评，最终评选出十佳图书 10种。我
省入选的《谁调清管度新声——丝
绸之路音乐文物》一书，选取了丝路
沿线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文
物，讲述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数千
年融合、发展、演变的历史，突出中
外音乐文化的双向交流的特征，凸
显了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所产生
的深刻影响。

该书集合了从新石器时代直至

唐代的音乐文物资料，每件文物除
有详尽的名称、尺寸、时代和出土
地点外，还对文物本身的特征以及
在历史、科学与音乐艺术上的意义
及价值进行了简要分析，系统说明
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
承的历史，呈现出我国古代先民在
文化交流和碰撞中所呈现的绚丽
多彩、多层面的精神追求。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采取了全
媒体图书出版模式，在不同页面加
入了二维码，将在展厅播放的骨笛、
陶埙、瑟、编钟等乐器的演奏视频，
及胡腾舞、商山四皓、瑞鹧鸪等古乐
复原演出视频转化成网上版本，读
者通过扫描即可观看体会古代音乐
的魅力。③7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5 月 27 日上午，由省妇联主
办、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
办 的“ 儿 童 嘉 年 华 庆‘ 六
一’童心向党展才艺”活动
在郑州举行。当天举行的各
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
近千名儿童和家长积极参
与。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表
示 ，少 年 儿 童 是 祖 国 的 未
来。希望通过孩子们喜闻乐
见的活动形式，引导少年儿
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帮助他们树立远大志向、
培育美好心灵，形成“人人践
行核心价值观、争当时代好
少年”的社会氛围。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5 月 28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依法保护
儿童权益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新闻
发布会，通报了 2017 年儿童权益保
护五大典型案例。记者获悉，近年
来，全省法院始终坚持儿童利益最大
化原则，严厉打击对未成年人实施的
犯罪，并通过禁止令斩断伸向孩子的
黑手。

据统计，2017年，全省法院共审
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597件，青
少年犯罪案件 2651 件，涉未成年人
民事案件 12万件。全省法院对侵害
未成年人尤其是不满 14周岁儿童权
益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并对利用职
务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
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分子，在判处

刑罚的同时宣告禁止其从事一定行
为或职业。2017 年，全省法院共判
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子 754人，其
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39人，宣告 9名犯罪分子自刑罚执行
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禁止从事与
未成年人相关的职业，宣告 3名犯罪
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禁止进入特定
场所、接触特定人员。

省高院少年审判庭庭长张云龙
告诉记者，“禁止令是一项非刑罚措
施，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有些职业
比如开办午托部、幼儿教育等，直接
并长时间与未成年人接触，存在职业
上的便利，对于从事该领域的犯罪分
子，法官会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态
度，决定是否对其实施禁止令。”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省法院积
极探索法庭、家庭、基地联合帮教制
度，收到良好效果。2017年，全省法
院共帮教失足青少年 352人。此外，
全省法院连续七年开展“送法进校
园”和“开学第一堂法治课”活动共
3200 余场次，受教育师生 400 余万
人次，发放普法口袋书 120 万册，拍
摄法治微电影 32部，建立 20个法治
教育基地，开展法治教育活动 200
余次。

据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后，全省法院将继续对涉及未成年人
权益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对符合条
件的未成年人维权案件提供依法减
免诉讼费和执行费等法律援助服
务。③6

我省首个国家远程医疗中心
揭牌成立

45家豫企京交会推介“河南服务”

2017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揭晓

河南博物院编著图书入选

时装周里话转型
——从2018中国（河南）大学生时装周看服装业转型发展

省高院通报2017年儿童权益保护五大典型案例

禁止令对侵害儿童权益者说“不”

关爱儿童成长 呵护祖国花朵

童心向党
梦想启航

2017 年，全省法院
共审理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597件，
青 少 年 犯 罪 案 件
2651 件，涉未成年
人民事案件12万件。

2017年，全省法院
共判处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分子7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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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模特在 2018 中国
（河南）大学生时装周上表演。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少年儿童在进行文艺表
演。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5月26日，开封市杏花营镇贺砦村有机西瓜种植基地，一位小朋友在大棚
内采摘有机西瓜。该村在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的指导下，大力发展西瓜立体种
植，发展无公害西瓜700亩，亩产值上万元，带动了群众致富。⑨3 张涛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常存涛 万佳

为提高公众安全使用化妆品意
识，5月 25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医疗机构、高校专家和化妆
品经营企业从业者，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科学染发主题宣传活动。

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黄玉
成告诉记者，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宜染
发。“皮肤有损伤或感染的，有皮炎湿
疹等皮肤病的人群，儿童、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肝肾功能不全者，以及患有血
液病、荨麻疹、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人
群，都不适宜染发。”黄玉成说。

染发会导致健康风险吗？“肯定
是有的。”黄玉成说，最常见的是皮

肤过敏，会在染发后几个小时到几
天内出现，如头皮发红、痒、脱屑等，
甚至头皮或面部水肿、渗出。最隐
匿的是损害肝肾，市场上一些违规
产品为增强染色效果可能添加铅、
汞、砷等重金属，长期使用后会出现
头昏、四肢麻木、腹痛等铅中毒症
状，甚至损伤肝、肾等脏器功能。

就如何选择染发类化妆品，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议，一定选
择有正规渠道来源的，选择产品标
识清楚的，并且在国家药监局网站
查询化妆品的注册信息，没有批准
文号的不要购买使用，同时选择适
合自己的染发类化妆品，不仅是选
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更重要的是无
过敏等不良反应的才可使用。③4

科学染发知多少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季玮

5月 25日清晨，一缕阳光唤醒范县
张庄乡千安社区平和的一天：晨练的大
爷大妈在社区广场上拨弄着收音机，三
五人同行着嬉笑走过，前往社区北边 1
公里处的木业园区上班。

12 岁的王思雨一路小跑着，直奔
社区里的千安小学。“六一”快到了，她
一心惦记着还在排练的《弟子规》表
演。“要去县里比赛，而且妈妈也要去

看。这是她从外面打工回来，第一次在
台下看我呢。”王思雨小大人似地总结
说，“搬家后才有这些好事！”

搬家，是所有“千安人”的共同记
忆。2016 年秋季，千安社区作为我省
首批建成投用的黄河滩区迁建安置区，
迎来了范县张庄乡前房、后房、王英庄、
双庙朱、李菜园等 5 个村的 1094 户
4000余名滩区居民入住，“滩区人”从
此成为“千安人”。

“迁过来心就‘安’了。”这天上午
10时，在千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量完
血压，77 岁的李修德老人感慨地说。
李修德原来一直在李菜园村，“大堤内
的村都怕被淹，建房只能把宅基地垒得
高高的。垫台挖土，花钱多不说，庄稼

地好几年才能养回来；养回来吧，小孩
儿也大了，又该建房了。”

千安社区建有“4+1”的多层楼房，
也有两层联排独院。李修德毫不犹豫选
择了180平方米的两层独院，实现了“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梦。“真没想到老
了还能住上小楼。”他掰着指头算了一笔
账：每人 2.84万元购房补贴，每户最多
1.5万元老宅拆迁补助，再加上复垦土地
流转后的收入，购房没花自己一分钱。

中午 11时 30分，王思雨的母亲苑
小华摘下口罩手套，停下手头忙活的木
门打磨，骑上电动车从木业园赶回社区
准备午饭。在河北打工时得到“搬家”
的消息，苑小华就下定决心返乡：“现在
每月工资能拿 5000多元，虽比在外面

少一些，但花得也少，离家还近。”
木业园区有 14家木材加工企业，

大部分从京津冀转移而来，千安社区有
不少人在那里打工。看得出，苑小华对
当下的状态很满足：“原来一年只能跟
孩子聚两三次，电话里她哭我也哭。现
在在家门口打工，能好好照顾孩子了。”

忙碌了一天，夜幕下的社区广场成
了千安社区最热闹的“舞台”。孩子们
无忧无虑地嬉戏打闹，父母们一边健身
一边闲聊，而老年人组成的广场舞队
伍，最为“抢眼”。

踏着热闹欢快的舞步，李修德老人
忍不住炫耀起他新编的三句半：“千安
社区好风光，农民各个喜洋洋，夸夸滩
区新生活，真强！”③4

千安社区的“迁安”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