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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郑州市的供热面积由原
来的7000万平方米增加至8600余
万平方米，新增供热面积较去年多
了 23% ，但 供 热 能 力 只 增 加 了
15%。”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张舒说，按照原计划6家
热电联产热源和7家燃气热源厂足
额供应，是能够保障全市集中供暖
用户需求的，但天气持续降温后，热
负荷出现了供应紧张的难题。

他解释，主要原因是：其一，受
到电力调峰的影响，热电联产热源
不稳定，比如原定负荷 320兆瓦的
泰祥电厂热源，仅达到了 100 兆
瓦，加上新力电厂外迁，新的电厂
建设周期长，导致热电源厂出现缺
口。另外，受到燃气供应紧张的影
响，燃气锅炉等也受到影响。两种
因素叠加，导致居民用户家中供暖
不稳，温度忽高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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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13
日，省教育厅公布我省首批 25 所“家
园共育”示范幼儿园名单，并举行“百
城千园·家园共育工程”项目培训会。

学前教育健康发展，需要家庭、社
会和幼儿园形成合力。我省去年启
动实施百所“家园共育”示范幼儿园
项目，今年在此基础上启动“百城千
园·家园共育工程”项目。经幼儿园
申报、专家实地评估等程序，河南省
军区幼儿园、开封市金明幼儿园等 25
所幼儿园被确定为我省首批“家园共
育”示范幼儿园。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督促指导“家
园共育”示范幼儿园，在完善家庭、社
区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信息
化手段为支撑的学前教育管理服务
体系，协同推进科学育儿工作方面，
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当地学前教育健
康发展。

下一步，省教育厅将分期分批为
幼儿园培训包括园长在内的骨干教
师，使其具备家庭教育指导的能力。
省教育厅项目办将分期分批对项目
幼儿园进行评估验收，对通过评估的
幼儿园授予河南省“家园共育”示范
幼儿园称号，并适时提供相应政策支
持。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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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所幼儿园成首批
“家园共育”示范园

教育

□本报记者 曹萍

进入寒冬，随着室内开始供
暖，加湿器成了很多家庭必不可少
的过冬“利器”。然而，网络上有一
种说法，使用加湿器不当会引起

“加湿器肺炎”。那么，该如何正确
使用加湿器呢？日前，记者就此进
行了采访。

“人体比较适宜的室内湿度是
45%~65%，如果低于30%，人体会
感到不适，如皮肤干燥、眼睛发痒、
鼻腔和咽喉干，这时使用加湿器还
是很有必要的。”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一病区主任张华说。那么，使用加
湿器真的会引起肺炎吗？对此，张
华解释说：“使用不当确实会引起
肺炎。比如没有正确清洁和消毒，
使用时间过长，加湿器内壁就会滋
生真菌或细菌，其中一些致病菌会
通过细小的水滴颗粒，进入人体的

呼吸道和肺部，引起过敏性肺炎。”
因此，对加湿器及时进行清洗

非常重要。“尤其是一段时间没用
过的加湿器，一定要彻底清洗，可
用流水反复冲洗，用软布擦去水箱
周边的水垢。正常使用时每两周
应该清洗一次。”张华提醒。

在使用加湿器过程中还有很
多小技巧，能让加湿器真正带来健
康。“加湿器不要一直开着，开两个
小时可以关闭一段时间，不要离人
体太近，更不能对着脸部吹，以免
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张华建议，加
湿器不要直接加自来水，最好使用
凉开水、纯净水或蒸馏水，水中也
不能随意添加杀菌剂、醋、精油等。

选择加湿器也是有讲究的。“加
湿器喷出的白雾容易吸附空气中的
粉尘、细菌等有害物质，所以要尽量
选择没有白雾或者白雾少的，可以
把手放在喷气口大约10秒钟，若手
心没有出现水珠，说明加湿器性能
较好。”在郑州市花园路上的一个大
卖场内，一名销售人员道出了选择
加湿器的“窍门”。③5

冬季当心“加湿器肺炎”
生活关怀

12月12日，许昌市中央公园附近的智慧阅读空间内，几名读者在阅读图书。为了方便市
民阅读，该市在广场、公园等地建设了12座智慧阅读空间。每个智慧阅读空间均放置图书、报
纸及期刊等，市民可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享受免费公共文化服务。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智慧书屋智慧书屋
便民阅读便民阅读

寒冬问供暖 不热为哪般

12月10日以来，郑州持续降温，而居

民对家中供暖不热的反映不断“升温”。

很多人反映，供暖不稳定，室温达不到

18℃，有的甚至低于16℃。问题在哪儿，

如何解决？12月 13日，记者采访了多位

相关人士。

□本报记者 李林

12月12日，家住郑州市农科路
的韩女士说：“家中的暖气片如同摆
设，必须穿着小棉袄才能坐得住。
和去年相比，今年明显不暖和，温度
计显示室温曾掉至16℃以下。”

据了解，供热部门已经开始与
电厂积极协商沟通，保障热电联产
的热源供应，同时也积极跟燃气公
司联系，尽量满足燃气供应。

“从 10日开始，我们已经与热
电厂和燃气供应部门协商，加大供
应，以便从根本上保障居民供暖。”
张舒表示，公司同时启动了多项应

急预案，一是将市内办公用热的夜
间时段减少供应，转为民用；二是
进行精细化调节，根据每个小区建
筑的节能标准、散热量、采暖形式
的不同，实施一对一供热方案，最
大限度高效利用热能；三是发挥智
能大调度的作用，均衡供热。

“郑州的供热管网已经全面实
现互联互通，也就是说所有的管道
形成了‘大串联’，将逐渐改变以往
部分居民家中曾出现的 20℃以上
的供暖情况，满足各个用户均衡用
热的需求。”张舒补充说。

为何出现供暖不稳？热点关注
观点

采访中，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冰
老师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她说，供暖无小事，民生为大计。此
次集中供暖所引出的两大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连日有不少居民在反映暖气不
热之时，除了“挨冻”的委屈，还有沟通不
畅、相关部门反馈不及时的困扰。在关乎
民生的供暖、供水、供气等公众服务中，应
该由政府出面组建或参与组建咨询、投
诉、举报等平台，同时与媒体、网络、社区
形成互联平台，让动态的服务提醒、事件
处理、回应反馈等消息及时、准确、到位，
让群众了解信息、掌握动态。

二是郑州地下热网长度已达到 2300
公里，近 5年时间完成了建成区居民集中
供热普及率从 35%到 85%的提升。但是
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居民人口的增多、
对城市配套设施需求的增长，都在“挑战”
城市管理者的前瞻性与驾驭力。目前，郑
州正处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奋起”与

“爬坡”阶段，城市配套设施的“匹配度”将
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之一。③8

（本报记者 李林 整理）

供暖无小事
民生为大计

郑州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遇到供暖不热的消费者可
通过郑州市消费者协会投诉电话
进行投诉。

“《河南省集中供热管理试行
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已施
行。《办法》规定，在供热期内,热
经营企业应当保证居民热用户有
供热设施的卧室、起居室（厅）的
室温不低于 18℃。”河南仟问律师
事务所尹志凌说，根据规定，热用
户认为室内温度不达标的，可以

向热经营企业提出温度检测要
求，热经营企业应当在 12 小时内
上门检测，检测结果由双方签字
确认，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
委托双方认可的有室温检测资质
的机构进行检测。

供热部门相关人员表示，正在
加大热线与片区服务力度，其中服
务热线已经由原来的 21席增加至
45席，数字光纤提升至90路，并开
通了 215部片区服务电话，由专管
员持有，负责上门服务。③8

采取哪些处理措施？

家中不热如何维权？

问1

新华社发

下图 12月 13日，郑州市民秦女士家中的
温度计（右）和热力公司的温度计（左）显示的数据
均低于1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邓万里 摄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李妍 何运富 司志勇

巍巍太行八百里，绝壁林立，沟岭
纵横，吸引眼球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曾经，如果不移民搬迁，辉县市张
村乡、拍石头乡、沙窑乡、黄水乡、南寨
镇、南村镇和薄壁镇的不少小伙子连
媳妇都难找上。

干旱少雨，土薄石厚，荒山秃岭，
灾害频发，这里是老百姓口中的穷山
恶水，拖慢了发展的步伐，也挡住了姑
娘们嫁进来的脚步。

曾经，太行山里的人们立下“愚公
志”，创造了红旗渠、挂壁公路等一个
又一个奇迹般的壮举。

36年前，银鹰振翅，声声轰鸣，飞
播造林开始在辉县大地大展拳脚。

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棒接着一棒
传，从 1982年至 2017年，全市共完成
飞播造林面积 109.39万亩（含重播），

宜播面积91.59万亩。经成效调查，有
效 面 积 68.7 万 亩 ，占 宜 播 面 积 的
75.0%；成林面积 27.3万亩，占有效面
积的 39.7%，使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
近11个百分点。

飞播造林具有速度快、省劳力、投
入少、成本低、不受地形限制等优势，能
在短期内实现遏制水土流失、恢复森林
植被的目的，因而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
高度认可，并得以迅速推广。

当然，飞播造林并不是仅仅把种
子撒下来那么简单。资金、技术、管护
一个都不能少。

领导重视是基础。自辉县实施飞
播造林以来，该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一方面成立由市政府主管领导任组
长，林业、财政、气象等有关部门参加的
飞播造林工作领导小组，一方面加大飞
播造林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关注、支
持、参与飞播造林的舆论氛围。

科学作业是关键。播区的选择合
理与否，飞播树种的选择、飞播作业时
间的确定都直接影响飞播成效的高

低。每年的飞播作业设计，辉县都要
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播区进行全面踏
查，并根据播区的自然环境、立地条件
等，确定播区的位置和适宜树种。飞
播后，对飞播种子、飞播出苗率、飞播
成效等进行全面监督、检查，以确定飞
播成效。

加强管护是保证。辉县市降水量
较少且变化大，飞播成效不稳定，播区
内有大量的无苗、少苗地段，播区之间
互不连接，形不成规模，为管护工作带
来一定难度。为提高成效，除了对失
败播区进行重播，辉县按照“内补外
扩，连片成林”的原则，大力开展补植
补造，建设飞播林基地。为了加强管
护，巩固成果，辉县市落实山界林权，
明确“谁山、谁管、谁收益”的原则，签
订管护合同，调动管护积极性。同时，
市与乡镇、乡镇与村逐级签订播区封
山育林合同，建立健全护林制度和乡
规民约，完善奖惩制度。

30多年来，辉县飞播造林从西北
部海拔较高的深山区转移到东北部浅

山丘陵区，树种从以油松、侧柏等针叶
树为主转向大面积飞播黄连木、臭椿、
刺槐等乡土阔叶树种，森林植被迅速
得以恢复。

河南人熟悉的万仙山、八里沟、关
山、轿顶山、宝泉、齐王寨、秋沟等知名
景区都集中于辉县最早的飞播区，森林
旅游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期，
该区域森林覆盖率仅为 32%，上世纪
90年代末时已达到 53%。目前，这里
的针叶及针阔混交飞播林全部郁闭，平
均胸径达10厘米-18厘米，每亩株数为

70-160株，已陆续开始实施抚育间伐。
相比西北部深山区，东北部浅山丘

陵区立地条件更差，人为活动更频繁，
植被恢复更加困难。

为了迅速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辉县采用飞播造林
为主、飞封造管相结合的方法，经过近
二十年努力，该区域森林覆盖率由开
始的18%提高到现在的42%。

忆往昔，荒山秃岭，女嫁男走；看

今朝，青山绿水，美丽家园。区域内一
批优秀乡村生态旅游点应运而生，拍
石头乡张泗沟村和松贡水村、张村乡
平岭村和里沟村等，已成为当地生态
旅游的一张名片。

每到春夏时节，离市区较近的张
村乡平岭村总是热闹不已，村里的方
山景区是吸氧登山的好去处。游客们
品味一下农家饭，临走捎点土特产，村
民们在家门口办起了“农家乐”，吃上
了“旅游饭”。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经济效
益彰显生态效益。2017年，全市森林
旅游接待国内外游客 800万人次，实
现社会综合效益 30余亿元，林农发展
家庭旅馆近千家，山区群众以森林旅
游业为主导的收入达到5亿元。

通过多年来的林业生态建设及飞
播造林，辉县太行山区剩下的多为困
难造林地，且宜播区相对分散。辉县
市市长刘彦斌说：“我们将加强飞播造
林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攻克这些难啃
的硬骨头。在加强飞播林抚育管理的
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整树种结构，
因地制宜增加彩叶景观树种飞播，不
但要绿化太行山，更要美化太行山。”

辉县：银鹰立下凌云志志 巍巍太行绘丹青巍巍太行绘丹青

河南飞播造林 40 年成就巡礼④

飞播造林使辉县森林覆盖率提高近11个百分点

医疗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邢
永田）记者 12月 12 日获悉，经过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专家团队的共同努力，一名来自伊川
县的宝宝经历了剖宫产、心脏手术

“两道关”后顺利降生。这台手术也
成为全国首例经“产时手术”切除新
生儿心脏肿瘤的高难度手术。

宝宝的母亲张女士在怀孕 31 周
进行常规彩超检查时，发现胎儿心脏
存在异常情况。随后，她来到河南省
人民医院，经检查后确诊：胎儿左心
房有个囊性肿瘤，同时合并有先天性
心脏病“右冠状动脉右室瘘”。12 月
初，怀孕 36周的张女士产检超声监测
显示，胎儿已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
多学科专家经过紧急会诊、反复研
究，决定对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随
即进行“产时手术”，挽救胎儿生命。
12 月 5 日，张女士在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接受了剖宫产手术，新生儿被
迅速送往相邻的手术间实施心脏手
术。该院儿童心脏中心主任范太兵
带领专家团队仅用两个半小时，顺利
将直径超过 3厘米的心脏肿瘤全部切
除，并为孩子矫正了心脏冠脉畸形。
专家又为宝宝植入起搏器、用上 EC-
MO（体外膜肺氧合）等手段，稳住了
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等多项指
标。母女俩于 12 月 10 日康复出院，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产时手术”对于治疗出生缺陷儿
及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据介绍，
这台“产时手术”创下了体外循环心脏
外科手术中最低体重、最小年龄的纪
录，也是 ECMO 治疗最低体重、最小
年龄纪录，这标志着我省儿童心脏外
科技术引领能力的又一次突破。③8

国内首例经“产时手术”
切除新生儿心脏肿瘤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