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12 月 9 日 18 时许，中山市古镇镇龙鳞沙耕区

某处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 3 人死亡，2 人受

伤。据初步调查，事故因收废旧物品人员私自处

理废弃油罐引发，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之中。（据12月 10日《新京报》）
最近多地发生各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为

此，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布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进一步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通知指出，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进入第

四季度后，事故上升苗头明显，教训极其惨痛，安

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年终岁尾既是完成全年任务的冲刺期，也是

安全管理的薄弱期，影响安全生产的不稳定因素

增多，安全生产压力增大。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级要牢固树立“安全也

是第一民生，抓安全就是抓民生”的高度责任感，

按照“党政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全面彻底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狠抓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管理漏洞，不折

不扣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为全年工作画上圆满的

句号。1 （王恩奎）

□本报评论员 刘婵

“从清晨到日暮，冷得朝朝暮暮，哪敢露

脚踝和颈部……”近日，全国迎来大幅降温，

多地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有人调侃道“冷

空气仿佛是在年底冲业绩”。寒冬里不乏暖

新闻，12 月 8 日，河南农业大学龙子湖校区

2017 级英语专业班班长刘丽，用兼职挣的钱

和奖学金，总共拿出 2000 多元，在网上买了 28

条秋裤，送给全班同学御寒。

“这样的班长可以来一打”“别人家的班

长好有爱”……“最暖女班长”的新闻刷屏，网

友们表示很羡慕，纷纷为她点赞。当人们还

在为某些高校学生会充满“官僚气”、一些学

生干部不像学生倒像“官员”痛心疾首时，自

掏腰包为同学买秋裤的“最暖女班长”甫一出

现，就像一股暖流淌入心田，让人欣喜不已，

这才是一个学生干部应有的模样。

恰同学少年，永葆人文主义情怀，彰显充

满朝气、积极向上的底色，才能留下充实、温

暖、无悔的青春足迹。对广大学生干部来说，

在学习之余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想方设法为

同 学 服 务 是 职 责 ，同 时 自 己 首 先 也 是“ 同

学”。今年 10 月，北大、清华等 41 所高校学生

会联合发起“学生干部自律公约”，第一条就

是“恪守学生本分”。学生干部首先是学生，

不是“官”，也不是凌驾于学生之上的某种特

权存在。牢记学生本色，是学生干部的立身

之本。就像新闻中的班长刘丽，无论是打工

挣的钱还是获得的奖学金，都不容易，2000 多

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她毅然决然地拿出钱，不求回报地为同学

们做好事，她离生活最近，和同学最亲。相信

这样一段温暖的经历，会使这个班集体更加

团结奋进，会成为刘丽和她的同学们一辈子

难忘且美好的记忆。

不只有“最暖女班长”。大连消防支队的

消防员们经过几个小时的英勇奋战，成功扑

灭一起火灾，他们浑身湿透、全身结冰，上演

了现实版的“冰与火之歌”；因为咖啡店员工

在打包时出了差错，武汉一位外卖小哥冒着

严寒三次登门为顾客送咖啡，顾客也从起先

愤怒差评到最后理解感动……这些人，在各

地，用自己的凡人善举写下对价值命题的回

答，一次次在寒冬里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他

们是普通人，他们是好人，他们用以心换心的

真情付出、守望相助的道义坚持、赠人玫瑰的

慷慨无私，重新定义这凛冽的风、飘洒的雪、

冰冻的路。

让我们一起来呵护这些可贵的暖意，一

起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让 心 与 心 靠

近，让人与人相遇，让这个冬天有阳光、不再

冷。6

年终绷紧安全弦

网游需要设置道德“评议关”

民生暖语

这些人，在各地，用自己的凡人善
举写下对价值命题的回答，一次
次在寒冬里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凡人善举让寒冬暖意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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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日前，在中宣部指导下，网络游戏道德委

员会在北京成立。来自有关部门以及高校、

专业机构、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研究网络游

戏和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网络游

戏道德委员会，负责对可能或者已经产生道

德争议和社会舆论的网络游戏作品及相关服

务开展道德评议，为网络游戏管理部门提供

决 策 参 考 。 在 网 络 游 戏 道 德 委 员 会 成 立 当

天，在对“道德委员会”的评议结果进行认真

研究后，网络游戏主管部门对其中 11 款游戏

责成相关出版运营单位认真修改，消除道德

风险；对其中 9 款游戏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早有专家学者在多个场合建议，成立一

个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监督网络游戏公司

的开发行为，评估网络游戏的道德风险，为监

管提供意见与管理依据。如今，该委员会终

于诞生，并对首批 20 款存在道德风险的网络

游戏进行评议，让人拍手称快。

任何一款网络游戏都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技

术产品也是文化产品。从技术属性上看，网络游

戏或许无所谓道德，只有技术高低；但从文化属

性上看，任何一款网络游戏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

内涵，都承载着一定的道德价值，会对游戏玩家

进行或好或坏、或善或恶的道德渗透，会对未成

年玩家的成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网络

游戏也要讲道德，游戏开发企业必须坚守道德底

线。

然而，纵观这些年一些流行的网络游戏，

其道德问题屡屡引发公众质疑。从游戏内容

看 ，存 在 性 别 歧 视 、封 建 迷 信 、色 情 低 俗 等

不良画面；从旅游闯关等设置看，存在诱导玩

家无节制上网、沉迷于游戏的主观故意……

这些没有道德的网络游戏，是青少年沉迷于

网游难以自拔的重要原因。青少年的价值体

系还没完全形成，喜爱模仿，追求新鲜刺激。

许多网络游戏是角色扮演型游戏，具有高度

仿真性，有道德风险的网络游戏，让青少年在

游戏中以样学样，沉醉于其中不能自拔，给他

们的道德建设造成消极影响。

给网络游戏设置道德评议与安检关，将

敦促游戏开发企业坚守道德底线，遵守社会

公德，依法规范开发与运营行为。在相关部

门加强对网络游戏产业规范管理之时，网络

游戏道德委员会的成立，既能净化网络游戏

的“ 生 态 环 境 ”，更 能 呵 护 青 少 年 的 健 康 成

长。6

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网络在线教育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然而，记者调
查发现，事实并不像机构宣传得那么美，频频出现的突然停业和跑路事件背后，是一些
在线教育机构的无资质办学、资金不受监管等乱象。专家表示，须尽快制定专门法规和
条例，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6 图/朱慧卿

画中话

生活中遇到了烦心事，该找谁去倾诉？职场

中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减轻心理负担？为缓解职

工的压力，提升幸福指数，12 月 8 日，昆明职工心

理关怀公益热线正式上线。这是昆明首条针对

职工心理健康咨询的公益热线，将为全市近 150

万职工建立起心理健康咨询通道，为职工提供个

性化心理健康服务，并保证热线咨询过程的私密

性。（据12月9日《昆明日报》）
职场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江湖”，有竞

争自然有压力，这就需要采取措施给职工减压。

开设职工心理关怀热线，不仅为职工提供了缓解

心理压力的通道，也是对其心理健康的一种帮

助，凸显制度温情和人文理念。长期以来，职工

心理关怀是很多企业、单位的一个“短板”，补上

这个“短板”，开设心理关怀热线只是一小步。主

动深入职工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及时做好心理疏导，既能让职工保持乐观向上的

心态，更能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形成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6 （刘剑飞）

补上心理关怀的“短板”

分析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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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俊霞
本报通讯员 封宁 陈亚平

“手术做完了，脖子上没留一点疤，
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24岁的丽丽
（化名）对自己腔镜甲状腺手术特别满
意。

很多人都知道，做过甲状腺手术
的人一眼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的脖
子下方会留下一道明显的“自刎痕”，
这也让他们恨不得天天戴围巾。

如今，这种传统的手术方式被彻
底打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甲状腺外科引进了一套甲状腺手术新
方法——腔镜甲状腺手术，不仅打破
传统切口手术弊端，术后不留痕，更实
现了手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不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州大
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甲状腺外科，看
看他们的新技术！

心系患者，技术升级，满足
患者治疗需求

可能有些人会问，腔镜甲状腺手
术有啥好？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
们对腔镜甲状腺手术还不怎么了解。

有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甲状腺
癌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在内分泌肿
瘤和头颈肿瘤中已占据第一位。其中
女性发病占其中的四分之三，且发病
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而对于这些年轻
的女性患者而言，除了疾病能够得以
治疗，她们对美也有一定的需求，那
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保证肿瘤的根
治性切除的前提下，又能很好的兼顾
患者对生活质量以及美丽的追求呢？

答案是：有！那就是腔镜甲状腺
手术。

也正是为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甲状腺外科团
队不断摸索创新，将张青松、董汉华学习
进修带回的甲状腺手术技术再“升级”，

自主开展了腔镜甲状腺手术。
甲状腺外科主任吕晶介绍，腔镜

甲状腺手术和传统开放式手术相比，
就是把颈部切口微小或切口设计在隐
蔽处，颈部几乎看不到疤痕或没有疤
痕，美容效果极佳。同时，腔镜甲状腺
手术有 4~5倍的放大视野，手术更精
细、准确，更安全。

丽丽（化名）就是腔镜甲状腺手术
的受益者。丽丽是一位北漂演员，今年
年初被查出了甲状腺癌，除了治疗疾
病，她最在意的就是留不留疤。通过熟
人打听，丽丽得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甲状腺外科有这种新技术，术后
可以不留疤，并且手术费也不算太高，
于是2018年2月13日入院、检查、确定
手术时间、手术，2月17日，丽丽就顺利
出院了，这也有了文章开头的感慨。

“我们自首例全腔镜甲状腺手术开
展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百余
例手术，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吕晶表
示，甲状腺外科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张褒
佳老主任为楷模，在院长连鸿凯及领导
班子的关心培育下，先后开展了甲状腺
腔镜手术、甲状腺射频消融、3D打印技
术、静脉输液港及细针穿刺活检术等多
项新技术、新业务，不仅得到了业内的

认可，也赢得了患者的口碑。

改变思路，破除阻碍，细微
之处见真章

据了解，科室大力倡导开展腔镜
甲状腺手术后，一些医护人员开始还
有不少顾虑。吕晶介绍，因为腔镜甲
状腺手术相对传统手术而言，对医生
解剖技术知识及实际操作水平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在一个非常狭
小的空间内操作，还要达到甚至超过
开放手术的精细度，这就需要医生关
注到每一个细节，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甲状腺外科以前在腔镜手术方面
是一片空白，是因循守旧、吃老本还是
痛下决心、迎头赶上？这成为摆在甲状
腺外科全体医护人员面前一道选择
题。面对技术的进步，面对患者日益增
加的美容要求，在院领导高瞻远瞩的引
领重视和积极推动下，全科上下统一思
想，紧跟医院的发展思路。”

“细微之处见真章”，在科主任吕
晶的带领下，全科全员积极参加医院
的腔镜规范化培训，并开展了多次腔
甲技术的学习讨论会，从主任、护士长
到每个医生、护士都积极参与，献计献
策，苦练“夹豆子”“缝合打结”，委派医

生外出进修学习，学成回来又手把手教
给其他人，无数次的集体学习讨论，视
频分析、经验心得的分享，每一个细节
都不放过，很多医生吃饭的时候还在讨
论腔镜技术，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努力，
甲状腺外科逐渐掌握了这一技术。

“外科手术向微创发展是大趋势，
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把腔镜手术规
范化、标准化。为此，医院在全院上下推
行腔镜基本技能培训，让全院45岁以下
医生都学会腔镜技术，如今，我们编写教
程，给地方、基层医院进行腔镜技术培
训。”郑州市中心医院新郑分院（新郑市
公立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王忠振说。

正是院领导高瞻远瞩，积极的引
领，从器械设备购买到人员培训等，为腔
镜技术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甲状腺
外科从主任到每一位医生护士，上下统
一思想，紧跟医院的发展思路，大力引进
先进技术，通过全体医护人员的不懈努
力与专科化建设，发展成为拥有主任医
师2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医师5名，
住院医师6名，人员梯队合理，有实力、
有激情、有干劲、人才素质过硬的团队。

不断创新，口碑相传，赢得
了患者信任

创新永无止境。近期甲状腺外科
又开展了更为先进、美容效果更好的
经口入路在腔镜甲状腺手术。

经口入路在腔镜甲状腺手术领域
可以说是难度最高的一种术式。它是
在下唇黏膜的基底间做切口，再建立通
道。整个手术区域位于皮下，对口腔的
破坏很小。难点一，是要通过在口腔内
建立狭小的通道，置入器械后完成甲状
腺的切除。就像用筷子通过钥匙孔去
夹菜一样，有限的空间里器械之间的配
合对医生的要求很高；难点二，是经口
途径需自上而下进行手术操作，与传统
手术相反，就像倒立着看世界一样，需
要甲状腺外科医师重新学习和适应。

经过大家的努力，甲状腺外科真正做到
了体表无痕，兼顾了治疗与美容效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从2016年9月甲状腺外科首次参
加医院组织的腔镜基础培训，到2018年
11月，目前已完成胸乳、全乳晕、经口等
不同入路的全腔镜甲状腺手术百余例。

家住南阳的张大爷因为之前女儿
患了甲状腺癌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甲状腺外科做了手术，之前担
心女儿还没找对象，怕手术会给脖子
上留下难看的疤痕，谁知道手术根本
不留疤。医院的技术这么好，他激动
的逢人就夸，“这里条件好、服务好，关
键技术还好，回去我叫俺村儿的人都
到这家医院看病！”

60岁的宋阿姨是老年舞蹈团的骨
干，自从查出了甲状腺癌后一直担心疤
痕会影响演出，听说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甲状腺外科手术不留疤，专门
来这里手术，现在，她又带领着老姐妹
们活跃在当地的各大广场了。

不忘初心，服务暖心，只为
守护群众健康

无论理念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创
新，甲状腺外科始终没变的就是以“病
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初心。

梨园春擂台赛的擂主是戏迷朋友
们口中的“梨园光头姐”，就是一名甲
状腺癌患者。

2017年年初，“光头姐”在一次体
检中发现双侧甲状腺结节，医生说甲状
腺结节是恶性的可能性大，不敢耽误的

“光头姐”立刻决定住院治疗，来到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甲状腺外科。

听说做甲状腺手术会影响声带，这
可成了“光头姐”的心病，声音对于她而
言就像“生命”般珍贵，难道疾病要夺走
她最为珍视的东西？一直积极配合医
生治疗的“光头姐”被消极的情绪影响
着，细心的医生发现后，在沟通中知道

了她的心结所在，主管医生陈征为她讲
解：“喉返神经支配声带运动，手术有可
能损伤喉返神经，但是我们制订的手术
方案会妥善保护喉返神经，这样声音不
受影响。”听了陈医生的解释“光头姐”
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光头姐”更加
积极与医生配合。手术中，陈征妥善保
护喉返神经，手术顺利。术后在护理人
员的用心照护下“光头姐”恢复得特别
好，声音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家人为医护
人员送来了致谢的鲜花，现在的“光头
姐”已经痊愈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戏剧
舞台，继续为爱她的戏迷朋友送去快乐。

甲状腺外科不忘初心，从临床实际
需求出发，坚持专业技术治“病”，优质服
务暖“心”，医疗护理相结合，秉持“创新”
理念，引进多项新技术，如改良Miccoli
手术、甲状腺复杂疑难病例的3D打印、
静脉港置入术等具有省内先进水平的
技术，造福了众多患者，已经形成了从甲
状腺疾病的诊断、治疗到随访观察都符
合国际规范、达到省内先进水平、并有相
当知名度的外科亚专业。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全体
甲状腺外科医护人员将继续以张褒佳
主任为榜样，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为
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郑 州
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
医院甲状
腺外科主
任吕晶在
门诊为患
者问诊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甲状
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青松在进行腔镜
下经全乳晕入路甲状腺癌根治术

“影响河南特色品牌科室”之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甲状腺外科

腔镜技术再升级 甲状腺手术进入“无痕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