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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郭致远）从 12 月 15 日郑州市
热力总公司启动进社区“访民问
暖”活动以来，工作人员到居民家
里，“把脉”供暖问题，颇受百姓欢
迎。12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市热
力总公司了解到，从 12月 26日到
31 日，该公司“访民问暖”将再次
提速，要走进供暖主城区的 64 个
小 区 ，为 群 众 解 决 暖 气 不 热 问
题 。 如 果 您
家不热、暖气
管道堵塞，或
者 遇 到 其 他
供暖问题，可
以向热力公司
人 员 及 时 反
映，由其上门

“把脉”。②39

据新华社合肥 12 月 25 日电
冬季天气干燥，容易上火，很多人
会长口腔溃疡。合肥市民张先生
口腔溃疡长达一个多月，原本他以
为是最近频繁聚会吃火锅导致的
小毛病，去医院就诊后，医生告诉
他这是口腔癌的癌前病变。专家
称，口腔癌是目前常见的头颈部肿
瘤之一，可发于所有人群，近年来
临床检出率有明显增加。很多患
者都有口腔溃疡久治不愈的病史。

据介绍，癌前病变是指具有潜
在恶性转变可能的病变。口腔癌的
癌前病变还包括黏膜红斑、黏膜白
斑、黏膜下纤维化、疣状增生等。癌
前病变如果长期不治疗，或者是刺
激源一直存在，那么这样的病变就
有很大的可能性转变为口腔癌。

早诊早治和“防癌于未然”很重
要。专家称，癌前病变离口腔癌只
有“一步之遥”。口腔癌的早期症状
十分“隐蔽”，可表现为口腔黏膜颜
色发生变化、超过2周以上的溃疡、
伴或不伴疼痛的肿块等。另外，舌
头的运动和直觉障碍，牙齿的松动，
口腔的感觉异常、麻木，张口受限等
也是口腔癌的早期症状。一旦这些
早期症状出现，这时候就应该及时
就医，及时向专业医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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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热力“问暖”
再提速

供暖

口腔溃疡久治不愈
当心是癌前病变

郑州今年利用快处快赔系统已处理交通事故8.8万起

轻微剐蹭致堵少了三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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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刘老师好！”，12月 21日，在郸城
县秋渠乡益海小学，学生的一句问好，
引得3个人同时习惯性地扭头应声，刘
宝国、刘华和刘培爷孙仨人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1967年，刘宝国成为一名
乡村教师，他的儿子刘华、孙女刘培在
家庭的影响下也相继投身乡村教育，3
个“刘老师”见证了中国乡村教育的40
年巨变。 新华社发

▲刘宝国（中）和刘华（左）看完刘
培上课后，向她提建议

◀刘培在课间操后和学生聊天

一家“教书匠”
三代育人情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25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2018
年，郑州市利用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系
统已处理交通事故 8.8 万起，因轻微
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率减少
30%以上，在服务群众、缓解交通拥
堵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郑州市交警支队负责人介绍，为
缓解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拥堵，今
年郑州交警部门全面推行轻微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措施，凡“车能动、人未
伤、有保险、车有牌、人有证，没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交通事故，当事
人均可使用快处快赔软件处理事故，

整个过程 15分钟即可完成，非常方
便快捷。对于未及时撤离现场造成
交通拥堵的，交警到现场后将会对驾
驶员进行处罚。

目前，郑州市区共设立交通事故
理赔中心 18个，当事人可以根据事
发地点、工作单位及居住地点，就近
选择理赔中心。

郑州交警部门呼吁广大驾驶员，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以后，事故双方一
定要按照快处快赔的步骤操作，迅速
撤离现场，减轻道路交通压力。如果
事故双方不熟悉操作流程，可以在多
角度拍摄事故照片，留取对方车牌
号、驾驶证号、联系方式并快速撤离
现场后，相约到就近的快速理赔点定
损理赔。③5

相关链接乡村小规模学校
不能“一撤了之”A B C农村中小学用地

保证“面积不减”
让老师“招得来、
留得住、教得好”

□本报记者 周晓荷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

寄宿制学校（下文称“两类学

校”）是基础教育的“神经末

梢”。12月 25日，记者获悉，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文加快

推进两类学校建设，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基本补齐两类学

校短板，进一步振兴乡村教

育，为乡村学生提供公平、有

质量的教育。

我省多管齐下激活基础教育“神经末梢”

乡村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公务员

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
村小学和教学点。对其贸然撤并，或
许难以满足就近入学的需求；坚持保
留，又很难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

针对这个问题，我省在两类学校
布局规划中明确提出，既要防止过急
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
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坚决防止
因为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学生上学困
难甚至辍学。县级政府要进一步优
化、修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专项规划，列明“十三五”期间新建和
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和拟保留的小
规模学校。

小规模学校撤并，应有适当的过
渡期，履行撤并方案制订、论证、公示
等程序；已经撤并的小规模学校，由于
当地生源增加等原因确有必要恢复办
学的，要按程序恢复。

在寄宿制学校建设方面，我省明
确提出，到 2020年，无寄宿制小学或
不能满足寄宿需求的乡镇，至少改扩
建或新建 1至 3所农村标准化寄宿制
小学。

要将农村中小学建设用地纳入教
育用地管理范围，实行储备管理，做到
规划到位、位置不动、面积不减。

针对两类学校办学条件相对落后
的现状，我省提出改善办学条件的要
求，到 2020年，规划保留的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要达到标准化要求。

小规模学校，要保障教学仪器、图
书配备，设置必要的功能教室等；寄宿
制学校，要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和开展
活动所必需的场地与设施条件等。加
快实现两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多
媒体设备全普及，促进在线课堂、网络
教研、线上学习等发展。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今年，我
们为寄宿的学生新建了浴室，孩子们
能洗上热水澡了。”12月 25日，新安
县铁门镇高沟小学校长朱雪军说。

之前，高沟小学没有操场、没有
宿舍，软硬件落后。2017年，乘着

“全面改薄”的东风，该校改为寄宿制
小学，如今学校塑胶跑道、图书室、功
能教室一应俱全，宿舍整洁舒适，餐
厅干净卫生，住校生从去年的33人
增至58人。截至目前，我省共投入
约 12 亿元，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
1500多所，惠及农村学生 50万人，
使学生免于奔波。

不仅要留住学生，也要留住老
师。2017 年至 2018 年，我省累计
投资9.96亿元，安排项目591个，建
设教师周转宿舍 16391套，预计可
解决近3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
宿问题。③8

针对两类学校师资建设，我省
明确，要完善编制岗位核定，对小规
模学校实行编制倾斜政策，适当增
加寄宿制学校编制，确保乡村学校
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不低于城镇同
学段学校。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确
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

我省将从明年起，将乡镇、村、
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
200 元/月、500 元/月和 800 元/月。
寄宿制学校教师兼任生活管理教
师的，应合理计算工作量并相应增
加绩效工资总量。

全面提升两类学校教师教书育
人能力与水平，增强乡村教师培训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采取多种途径
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
校流动。③8

寄宿制学校惠及
50万名农村学生

本报讯（记者 王平）12月25日，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我省专家通过
对 2014年、2015年评审的 65个县
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进行考核评估
验收，决定授予巩义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等65个专科“河南省县级临床
重点专科”。

为了加快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
能力，我省自2014年起启动实施县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根据人口、交
通以及医疗服务需求等，按照区域布
局选择基础好的县级医院，规划建设
500个左右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发挥其
示范、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使农村
常见病、多发病、急危重症和部分疑难
复杂疾病在县域能够得到基本解决。

截至目前，我省已连续 5年实
施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评审出
205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省级财
政总投入 4.2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投入约2亿元。③8

安阳西北绕城高速
今日通车

65个县级临床
重点专科获授牌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25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2月 26日，安
阳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将正式建成通车，
这是我省继郑州、洛阳、南阳、周口、商
丘、开封6市建成绕城高速公路后，又一
条实现通车的绕城高速公路。

安 阳 西 北 绕 城 高 速 建 设 里 程
27.153公里，项目起于安阳市东北马庄
村，连接京港澳高速公路，向北上跨京广
铁路、南水北调干渠后，折西上跨安李地
方铁路、下穿万吨重载瓦日铁路，穿过安
阳市 1县 2区 6乡镇 42个行政村，到达
终点秦小屯村接南林高速公路。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总工程师张长
林说，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实现了国道主干线京港澳高速公路与省
道主干线南林高速公路快速沟通，串联
了安阳至邯郸快速通道、国道107、省道
303、省道 301、国道 341，辐射到安阳市
5县4区农村路网，将彻底解决安阳市区
西北部通行不畅瓶颈，并在我省西北方
向织就了一片“公路交通网”，公路交通
服务能力和区域交通运输效率将得到全
面提升。

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公路开展下穿万
吨重载铁路箱涵顶推施工技术和跨铁路
桥转体施工课题研究，获评创新型和实
用性技术 5项、省级样板工程 2个，建设
了我省公路工程第一座高速公路跨铁路
转体桥。③5

俯瞰安阳西北绕城高速②39 谢丁 摄

□本报记者 代娟

12月 25日，走进位于卫辉市安都
乡的心连心服饰加工店，55岁的苏振
水刚刚检修完缝纫机，又开始指导工
人剪裁布料。尽管拄着双拐，他却在
一二楼及地下室上上下下行动自如。

这家主营外贸服装以及环保购物
袋的加工店，吸纳了十余名贫困户。
苏振水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苏老师”，
加工店老板景培星笑着说，“苏老师是
俺这里的技术总监呢。”

“一个月最低 1500 元，看店里的
业绩，最高能拿到2000元。”说起加工
店给他的工资，苏振水很满意。然而，
这可不是苏振水的主业。在苏振水位
于北安都村的家里，他自己也开了家
服饰加工店，招聘了 8名制衣工，一年
收入近 3万元。这几年，从自己干到

带领大家干，苏振水不等不靠，终于于
去年年底光荣脱贫。

因为小儿麻痹症造成了左下肢残
疾，为了能让他自食其力，父母一直支持
苏振水上学直至高中毕业。可毕业后
怎么生活？因为操作缝纫机只需要一
条腿，有邻居建议苏振水学裁缝试试。

经人介绍，苏振水到郑州学习了
两个月。爱钻研的他一边干一边学，
很快熟练掌握了缝纫技术，并回家开
了间裁缝铺，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干了几年裁缝，爱学习的他又到卫辉
市教师进修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担
任了近10年的民办教师。

后来，随着农村中小学的合并，苏
振水又重新开起了裁缝铺。然而，苏振
水发现，如今伴随成衣市场生意火爆的
同时，传统的农村服装加工已经没有市
场。怎么办？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给他

介绍了一笔外贸服装加工订单，苏振水
白天正常加工，晚上还要进行学习研究，
决不让缝纫加工成品出现一丝问题。

因为做工好，苏振水的订单越来
越多。就这样，忙不过来的苏振水还
专门成立个作坊，又吸纳了 8名制衣
工，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通过自己的
辛勤努力，在短短几年内，生活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党的好政策，有各级领导的关
心帮助，不好好干咋行？”苏振水告诉
记者，平时，村两委干部时常上门嘘寒
问暖，鼓励他要好好干，今年村里还给
他交了农村合作医疗和农业保险。

老伴儿生病去世，有人说，“苏老
师，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咋还恁大
劲儿？”苏振水说：“身残更得志坚。不
管再苦再难，我全身都是劲儿。自己
挣钱花着气派！活得也体面！”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李亚伟

12月 25日，寒冬时节难得的好天
气。家住卫辉市安都乡饮马庄的秦爱
莲家，院内院外干净整洁。秦爱莲先
把轮椅上的丈夫推到院子里透透气，
又把被子晒了出来。“在房间里待久了
怕他闷”，秦爱莲边给丈夫手臂做按摩
边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了，当时可是
个“壮丁”呢。

秦爱莲口中的“当时”，其实已经
是24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秦爱莲在
家照顾老人孩子，吃苦耐劳的丈夫跟
着村里人在工地上干活。没想到，丈
夫在工地干活时突发意外，送去医院
治疗期间，秦爱莲把能花的花完，能借
的借遍，欠了一大堆债，丈夫还是落下
了下肢瘫痪的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丈夫这一倒，不仅家里的主要经济
来源没有了，秦爱莲还要照顾仍在吃奶
的女儿和年迈的公婆，每天，一家人的
一日三餐、洗洗涮涮就够她忙得不可开
交。更何况，家里还有十几亩地要种。

丈夫吃药、孩子喝奶、一家人的吃
喝，每天一睁眼都面临着花钱的烦
恼。以后的日子可咋办？

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秦爱莲
只能咬咬牙，起早贪黑拼命干。扛水
带浇地、开拖拉机耙地，这些男人干起
来都觉得累的活儿，她一点点学，干得
有模有样。

由于要照顾丈夫，秦爱莲没法离
家太远。村里给她安排了保洁公益岗
位，每月500块钱，勉强够夫妻俩日常
生活开销。此外，只要听说附近有活
干，不管大活小活、脏活累活，只要能
挣钱，秦爱莲就抢着去干。哪怕有些

小活只挣几块钱，但秦爱莲也不挑不
拣，把活儿干好。邻居们说，“你爱莲
干活挣钱不要命啦！”泼辣坚强的秦爱
莲笑着回应，“大活咱干不了，小活就
多干点，积少总会成多。”

每到农忙时节，村里的合作社需
要雇人拔草施肥，总会优先通知秦爱
莲；逢年过节，乡村两级慰问，几乎都
要来她家；女儿上学直至大学毕业，该
有的奖补政策一样也没少；考虑到丈
夫活动不便，村里还把秦爱莲院子里
的土地硬化了，还给丈夫房间门口修
通了一条方便推轮椅的水泥通道。

秦爱莲说，党和政府这么关心她
们家，作为妻子、儿媳妇、母亲，自己只
能坚强面对，用自己的孝心、爱心和责
任，努力撑起这个家，“虽说去年就已
经脱贫，可眼看着大家都在奔小康，俺
家怎么能落下？”

卫辉市北安都村

苏振水：不服输的男裁缝
卫辉市饮马庄村

秦爱莲：压不垮的女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