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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话报警相比，视频
报警的优势主要是：能
够第一时间安抚报警群
众，震慑现场违法犯罪
嫌疑人，明晰报警群众
所处位置，便于保存现
场相关证据等。

●● ●● ●●

健康

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平）在第 13 个
“世界卒中日”到来之际，为了加强人
们对脑卒中的重视、普及科学防病知
识，10月 23日，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
举办了主题为“战胜卒中，再立人生”
的大型科普宣传及义诊活动。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是突然发
病的脑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通常分
为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蛛网膜下
腔出血）和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两
大类。据了解，全球每6人中就会有1
人在一生中罹患脑中风，每6秒便有1
人死于脑中风。

据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
院长、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主任李天晓介绍，河南是脑血管
病大省，发病率位居全国前列。防治
脑中风应牢记“两个 120”:第一个

“120”强调快速识别判断中风症状，即
“1看、2查、0听”，具体来说——1张
脸：不对称、口角歪；2只胳膊：平行举
起、单侧无力；聆听语言：言语不清、表
达困难，这是救治脑中风的第一步。
第二个“120”即一旦符合上述症状，应
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或快速前往
附近有中风救治能力的医院就医。

省医卒中中心副主任朱良付提
醒，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脏
病、瓣膜病、脑动脉狭窄，以及肥胖、抽
烟、喝酒、有脑卒中家族遗传史的人
群，应注意平时生活作息规律、科学饮
食；同时建议这些人在平时的健康体
检中加大对无创血管相关项目的筛
查，提前了解血管健康状况，及早介
入，遏制疾病发生的“苗头”。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1
日，开封市二夹弦戏曲博物馆正式开
馆，成为让更多人了解二夹弦，保护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

开封二夹弦是开封地区流行的一
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戏，融当地的民俗、
音乐、刺绣、传说故事等为一体，生动
展现了古都开封厚重质朴的文化传
统。2008年 6月，开封二夹弦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该博物馆坐落于开封市鼓楼区复
兴坊历史文化街区生产后街37号，免
费对外开放。二夹弦传承人田爱云说，
开封二夹弦戏曲艺术一度遇到前所未
有的发展困难，生存出现危机。但十
分幸运的是，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
出台政策支持和加大资金投入，让濒
临消失的二夹弦戏曲获得了新生。“我
们将以博物馆开馆为契机，不断探索
二夹弦戏曲艺术发展的新路子，将此打
造成开封市一张历史文化名片。”③9

□本报记者 杨晓东

“俺家今年大变化，享了国家的
福，住进了‘幸福院’。”10月 22日，和
煦的阳光洒向天中大地，在汝南县三
门闸街道办事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
人托养中心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今
年 63岁的贫困户范金叶边晒被子，
边和同事闲聊，还时不时看看坐在轮
椅上晒太阳的儿子刘峰，神情中都是
满足的喜悦。

“现在这里就是家。”范金叶告诉
记者，她现在是托养中心的护工，既
能照顾其他残疾人，也能照顾卧病在
床的儿子，一个月拿2000元工资，管
吃管住管治病，“虽说比较辛苦，但以
后的日子有奔头啦！”

刘峰多年前因病致残，生活无法自
理。为了照顾好儿子，范金叶和丈夫也
被“绑”在家里，一家人成了贫困户。

而像范金叶家这样，为了照看一
个人，拖累一家人、致贫一家人的情
况在驻马店市并不鲜见。该市 60.5
万各类残疾人中，持证重度残疾人达
13.2万人，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4.72 万人，需要日间照料、机构托养
的重度残疾人就有1.04万人。

“能否像基层养老院一样，把残
疾人集中起来供养，把重残贫困家庭
的劳动力解放出来？”驻马店市残联
理事长张银良说，“当时没有现成的
经验和模式可借鉴，只能先搞试点，
摸着石头过河。”

2017年，在驻马店市委、市政府
的推动下，试点率先在全市重残家庭
最多的上蔡县开展，通过 3个乡镇试
点后迅速向全县推广，并探索建立了

“县级统筹、乡村实施、部门联动、社
会参与”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
托养模式。目前，上蔡县建成重度残
疾人托养中心 32个，入住重度残疾
人551人，实现全县26个乡镇（街道）
托养中心全覆盖。

“看那春光早，喧闹了枝头，花瓣
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看那春水流，流
过小桥头……”阳光明媚的下午，上蔡
县邵店镇刘岳村村头传出阵阵欢歌笑
语，32岁的刘更臣和29岁的刘静在他
们的“新家”对唱情歌。这个“新家”就
是村头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托养中
心，这两位高位截瘫患者和17位重度
残疾人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记者
看到院子里环境整洁，护理室、康复
室、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刘更臣的母亲卜昴告诉记者，儿子在
这个“新家”里找回了尊严和信心，他
干起了电商，销售当地生产的化妆品
丝瓜水，平均每月收入3000多元，成
为远近闻名的创业明星和自强不息的
典型。

今年 2月，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到驻马店市专题调研重度残疾人集
中托养工作；5月，中残联、国务院扶
贫办、民政部又在驻马店市召开了全
国推动因残致贫家庭脱贫攻坚暨失
能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和托养工作
现场会，重度残疾人托养的“驻马店
模式”成为大会的亮点。

截至目前，驻马店市已建立 96
个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和 3
个日间照料机构，不仅基本实现了
重残人员集中托养的全覆盖，还为
重残家庭提供稳定增收岗位 2000
多个，有效解除了重残家庭成员的

“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托养一
个人、解放一群人、幸福一家人”的
目标。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红）10 月 23 日，记者在三门峡
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看到，首批来
越冬的 80只大天鹅飞抵三门峡，在
湖面上休憩、觅食。

“在天鹅来之前，我们提前对天
鹅栖息的青龙湖、苍龙湖等浅滩湿地
进行了消毒，做好了疫源疫病监测等
防范措施，确保大批天鹅在此安全栖
息越冬。”三门峡市野生动物救助站

站长、高级兽医师高如意介绍。
“为了迎接这些‘水上精灵’，湿

地管理处提前更换了湖水，购买了玉
米等食物，同时组建了 24小时巡逻
队，加大了巡护、监测力度。”三门峡
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副处长
茹文东说，“随着天气变冷，接下来两
三个月，大天鹅会陆陆续续飞来，到
时候三门峡天鹅湖将再现‘天鹅满
湖’的景象。”

据悉，三门峡黄河湿地总面积
2.85万公顷，占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2%，保护区内
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黑鹳、大鸨、白头鹤、中华秋沙鸭 4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大天鹅等34
种。近年来，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大
天鹅重要的迁徙地和越冬地，在这里
越冬的天鹅数量高峰时达到上万
只。③6

防治脑中风
牢记两个“120”

开封市二夹弦
戏曲博物馆开馆

驻马店：

重残家庭有了“避风港”
基层民生观

10月 23日，在三门峡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首批到达
的80只大天鹅在休憩、觅食。⑨6 张明云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今后，群众
遇到紧急情况又多了一种报警求助方
式。10 月 23 日，郑州警方正式开通

“视频报警”功能，群众遇到紧急情况，
可通过“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进行
视频报警。

当日上午，在郑州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大厅，记者看到，视频报警专
席的4名接线员正忙着接听警情，与报
警群众面对面视频通话。从接到警情
到民警出警，整个过程仅用时1分钟。

110指挥中心副主任赵俊岭介绍，
目前视频报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
通过“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首页点
击“视频报警”图标进入。二是通过微
信小程序搜索“郑州公安视频报警”进
入。完成实名认证后，只需点击“我要
报警”，即可实现与 110接线员面对面
进行视频报警。

“与电话报警相比，视频报警的优
势主要是：能够第一时间安抚报警群
众，震慑现场违法犯罪嫌疑人，明晰报
警群众所处位置，便于保存现场相关
证据等。”赵俊岭说。

警方表示，视频报警目前适用于
五种场景：一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处
于孤立无援或相对封闭环境时，可以

选择视频报警，震慑现场违法犯罪分
子，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二是紧急情况
无法辨别所处位置时，通过视频报警，
向公安机关以视频形式展现所处的环
境情况，为民警快速、准确到达现场提
供帮助；三是遭遇安全事故或自然灾
害时，公安机关通过视频可以现场向报
警人传授急救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财
物损失、挽救生命；四是面临正在发生
的刑事治安案事件时，在确保自身生
命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视频报警，将违
法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展现给公安机
关，为公安机关快速出警、打击犯罪提
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五是因身体原因、

语言障碍等无法电话报警时，使用视频
报警可以直观展现所处的困境、所遭受
的侵害，方便公安机关提供救助。

不过警方也提醒，现阶段基于网
络和通信设备等因素，在特殊紧急情
况下，建议群众首先采取直接拨打110
电话的方式报警，以免贻误求救或出
警时机。

当日，“郑州警民通”微信平台还

增加了执法信息公开服务功能，主要
包括执法办案信息公开、警情公开、法
律法规查询。“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了解
案件办理及进展情况，充分保障了群
众的知情权。群众获取相关执法信息
后，可以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
评价监督，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
建议。”郑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
长李永亮说。③9

郑州警方开通“视频报警”

用微信就能“面对面”求救
权威发布

视频报警专席的接线员在接听警情。②26 闫亚萍 摄

博物馆体验室里有丰富的二夹弦
服装道具，参观者可试穿、化妆，近距离
感受二夹弦戏曲艺术。②39 小说 摄

首批越冬大天鹅到家啦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建园15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李保平

在席卷全国的“创新创业”大潮
中，在全国的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域，在
河南省数百家科技园区发展中，河南
省国家大学科技园都可谓是一面旗
帜，他们依靠完善的硬件设施、专业的
孵化服务、超前的发展理念，成为河南
数百万创业者心目中的“圣殿”。

河南气体检测领域的新锐企业驰
诚电气董事长徐卫锋动情地说：“真的
很感谢大学科技园，当初我们3个人创
业，就是在大学科技园一步一步壮大，
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服务对于初创
的企业来讲，实在太重要了。”

像驰诚电气一样，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依靠科技高效的孵化机制，
精准的服务，15年来，累计培育毕业企
业146家，培育上市企业25家；园区集
聚创业人员 6922人，其中博士及以上
创业人才 130 余人，入选郑州市高端
人才14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3人，
成为全省创新高地。

十五年奋进，终成一流

我省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可以回溯
到 2002年。当时，为了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充分发挥

高校智力技术资源优势，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02年
省政府决定创建河南省大学科技园。

以 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豫 政
［2002］6号为指导原则，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设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由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郑州
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
州轻工业学院等 4 所高校共同组建。
于 2003年 10月成立了河南省大学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的运作和经营之体。

谈到创业经历，河南省国家大学
科技园董事长刘华感慨万千，他回忆
说，当时，大学科技园建设在全国也没
有现成案例，一无经验、二无模板，当
我们拿到一块 500 多亩地的时候，公
司只有不到 1600万元的注册资金，每
天算着账花钱，一边建设一边贷款，可
谓是历尽千辛。

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那就
是为河南高科技企业发展建立‘摇
篮’，把最好的政策，最好的设施，最好
的服务都给予他们，让他们茁壮成长，
引领河南的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的

初心。”
从 2007年园区开工建设到目前，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用“滚动发展”
的方法，相继完成了大学科技园（西
区）50万平方米，大学科技园（东区）60
万平方米，合计将近 110 万平方米的
宏大建设规模。

截至 2017年年底，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东、西两个园区共有企业
1029家，其中在孵企业 386家。入园
企业以智慧产业、北斗及相关产业主
导，涵盖电子信息、电子电器产业、移

动互联等领域，积极带动了区域内相
关产业的集聚与发展。东、西两个园
区共有上市企业 18家；上市进入辅导
期企业 38家；“四上”企业 61家；高新
技术企业94家。2017年东、西两个园
区企业共实现总收入155亿元、工业总
产值90亿元，税收5.3亿元。

“多校一园”模式领先全国

创立之初，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
园有别于当时全国的多所院校成立的

“独立式大学科技园”，采取“多校一

园、共同发展”的建园模式。实践证
明，这种联合式的“多校一园”大学科
技园模式很有优势和生命力。

谈到该模式的优势，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董事长刘华说：“一是我们的
合作高校有强大的科研优势、人才优
势；二是郑州高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开发区，有政策优势、环境优势、服务
优势和资金优势；三是大学科技园的专
业团队优势。这三方的无障碍合作，通
过平台搭建，集聚各方优势资源，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使其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孵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培育基
地、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基地、高校技术
创新基地。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诀。”

一路高歌一路行，大科园建设成
就斐然，获得过国家级荣誉十多项，
2003年以来，相继被国家科技部认定
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被国家科技部
授予“国家科技计划（火炬计划）实施
二十周年先进服务机构”；被教育部、
科技部认定为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
基地；被科技部火炬中心批准为“创业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
链条建设示范单位；2013年、2015年、
2016年三次被科技部火炬中心评为A
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拥有国家
级大学科技园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两大品牌，两个国家级众创空间品
牌，同时拥有完善的孵化服务体系，一
批专业园区和众创空间在大学科技园
周边布局，大量的创新要素和大学科
技园创新资源一起形成了郑州高新区
所特有的“双创”集聚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完善国
际化服务、建设国际化园区是园区发
展的必然选择。2017年 6月，郑州高
新区和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在美国
旧金山瀚海硅谷科技园建立了“郑州
高新区、河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驻硅
谷办事处”，为郑州的双创事业面向全
球打下了坚实平台。

实践证明，集合多校科研优势，发力
一个平台建设的“多校一园”模式无疑是
一种成功的创新模式，在河南省国家大
学科技园15年的实践中，引进了专业的
团队，集合了各方力量，放大了科研、政
策等优势，为全国的大学科技园区建设
探索了一条可复制、可推行的发展之路。

全省科技园区建设的一面旗帜

气势宏伟的大学科技园成为全省创新高地。图为科技园局部

二是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郑州公安视频报警”
进入。完成实名认证后，只
需点击“我要报警”，即可视
频报警。

一是通过“郑州警民
通”微信公众号首页点击
“视频报警”图标进入。

两种视频报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