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民生新闻│092019年 1月 15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高超 胡舒彤 美编 王伟宾

●● ●● ●●

本报讯（记者 王平）1月 12日下
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兆申
NOTES创新技术院士工作站揭牌仪
式在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举行。今
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
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
教授，将与郑大一附院消化系统疾病
专家团队合作，为患者带来更多世界
先进的消化道疾病诊疗技术，造福中
原百姓。

NOTES 即“经自然腔道内镜手
术”，是指借助超声内镜等手段进入
食管、腹腔、肠道等部位进行操作的
一种先进诊疗技术。由于这种新技

术无需开刀、不留疤痕、预后效果好，
因此正在逐步广泛应用于临床。

李兆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消化
病学和消化内镜学专家，兼任国家消
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是
国内最早开展NOTES研究技术的专
家，并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控
胶囊内镜系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
白。他表示：“河南是消化道疾病的
高发省份，希望借助院士工作站这个
平台，打造出一支高端人才队伍，带
动提升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让
更多中原百姓享受到NOTES等新技
术诊疗，减轻疾病治疗的痛苦。”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形态各异的布老虎、栩栩如生的糖
画、憨态可掬的方城石猴……1 月 12
日、13日，郑州市紫荆山公园广场人头
攒动、格外热闹，前来参加“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的全省 20个
非遗项目产品吸引着游人驻足和购买，
生动演绎着“非遗让生活更美好”。

多彩非遗增添百姓生活乐趣

“我要蝴蝶”“我要猴子”……1月
13日上午，“糖画”摊位前家长孩子们
排起了长龙，摊位“主人”刘胜利手握
圆勺舀上糖稀，娴熟地在光洁的石板
上提、顿、放、收，不到半分钟就完成一
件作品，或是飞禽走兽，或是花鸟虫
鱼，孩子们拿在手上，脸上乐开了花。

今年 38 岁的刘胜利来自糖画世
家，是郑州市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每次参加民俗非遗展，糖画都是
最受欢迎的。其实，千百年来非遗就
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老百姓生活
增添审美和乐趣，只要老百姓喜欢就
会有传承。”刘胜利说。

“糖画”旁边的展位上，布老虎、浚

县泥咕咕、虎头鞋虎头帽等手工作品，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今年70岁的刘奶
奶一口气买了浚县泥咕咕、布老虎、民
间剪纸等多种非遗产品。“这是给俺 6
岁的孙女买的，她马上就要从广州回来
过年了。”刘奶奶说，给孩子买这些非遗
产品，一是应景传统节日的喜庆，二是
让孩子了解一下家乡的传统文化。

非遗保护要见人见物见生活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传承不断

深入实践，每逢传统节日的重要场合，
都会有“非遗”的身影。

剪刀翻飞、纸屑纷落，伴随着省
级非遗孟津剪纸技艺传承人畅杨杨
手中剪刀的起起落落，一幅活灵活现
的“小猪佩奇”便呈现在观众面前。
2019 年是中国传统的猪年，“小猪佩
奇”卡通形象既应景，又深受小朋友
喜爱。有意思的是，许多家长还带着
孩子拿起剪刀跟着畅杨杨现场学起
了剪“猪”。

跟畅杨杨一样，为了不在时代中

落伍，许多非遗传承人积极寻求创
新，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在现
场参展的“布老虎”郑州市市级传承
人董淑梅不仅做布老虎，还创新性地
做了其他衍生物品供大家选择，其中
她的得意之作“公鸡中的战斗鸡”更
是被人打包买走。“非遗不只是一件
件体现传统文化的产品或作品，它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传承人，我们
要创新思维，用现代的产品去传播我
们悠久的民族文化，用更接地气的民
族文化产品去引领这个时代的设计潮
流。”董淑梅说。

值得一提的，作为中国民间传
统幼儿服饰，虎头鞋虎头帽现在摇
身一变成了“收纳盒”、手机坐垫。

“不仅实用美观，还蕴含了驱邪祛灾
的民俗愿景。”现场一位消费者如此
评价。

这样热闹欢腾的场景，让省文化
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刘春晓会心一
笑。她说，河南通过多年的实践，非遗
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在政
府部门的组织下，非遗项目不断到社
区、校园、企业等地展示展演，这些传
统技艺越来越深入人心。

“只有让老百姓了解非遗、感受非
遗，在孩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非遗的种
子，才能让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真正
得到延续。”刘春晓说。③6

非遗点亮百姓幸福生活

我省NOTES创新技术院士工作站揭牌

“家门口”享消化道疾病诊疗新技术

“面塑”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玉伟展示面塑技艺。②4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摄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魏彩云

1 月 11 日，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一
建”）一次捐出3万元善款，在黄河滩区
整体搬迁村原阳县靳堂乡毛楼村建成

“出彩人”爱心超市，给 6000余名滩区
群众提前送上了一份饱含深情的“新
年大礼包”。

靳堂乡党委书记肖泽锋，对河南
一建的爱心之举竖起大拇指：“河南一
建工程项目在靳堂，也把对人民的深
厚感情倾注到了靳堂！这是滩区群众
的福气，也是我们地方党委政府的福
气！这段情，我们记住了！”

捐出爱心款，扶起脱贫志

毛楼村脱贫户毛爱义带上大红
花，登上领奖台，从河南一建董事、总
经济师陈文宇手中接过荣誉证书和品
牌电饭煲，成了“出彩人”爱心超市的
首名“顾客”。

今年 43岁的毛爱义上有老、下有
小，8年前妻子在打工时因事故摔伤造
成下肢瘫痪，生活更加困顿，2016年被
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乡村两级干
部鼓励他重树信心，引导他发挥自己
的技术特长就近就业。2018年，毛爱
义全年务工收入2万多元，再加上公益
性岗位等政策性收入，全家人均收入
达到6214元，实现成功“摘帽”脱贫。

拿着证书和奖品，毛爱义乐得合不
拢嘴：“脱贫还能登台受表彰，俺今天总
算扬眉吐气，在老少爷们面前露脸了！”

“鼓励群众争当‘出彩人’，就是成
立‘出彩人’爱心超市的初衷。”肖泽锋
说，爱心超市建在毛楼村，惠及 5个滩
区迁建村，各村都成立了评比小组，对
各家各户从脱贫致富、孝老敬亲、文明
卫生、诚实守信等 4方面进行打分，群

众可以凭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日常用
品和生产用具。

“用3万元扶起群众脱贫的‘志’和
‘智’，这样的投入太值得了！”陈文宇表
示，工程项目在靳堂乡，河南一建员工
就是靳堂人，就有责任和义务为靳堂的
脱贫攻坚工作出一份力：“这 3万元善
款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我们还将视
情况追加投资，造福更多的靳堂群众。”

建出好房子，铺平脱贫路

从毛楼村向东北方向20公里，在靳
堂乡东1公里左右，就是河南一建承建
的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18年度
原阳县靳堂乡、陡门乡工程一标段。记
者在现场看到，虽是十冬腊月、天寒地
冻，但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来往
穿梭，工人们施工的干劲热火朝天。

“在靳堂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项目进展非常顺利！”标段负责人许
阳对记者说，整个标段分为A、B、D三
个区共69栋楼，包括11栋小高层住宅
和 58 栋 多 层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为
308769.83 平方米。项目自 2018年 9
月进场以来，开足马力全面施工，目前
有近50栋住宅楼已进入二层施工阶段。

据介绍，持续的严寒天气给施工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河南一建发扬
敢打硬仗、勇争一流的拼搏精神，采取
加注防冻剂、毛毡覆盖保温等措施，同
时 1200多名工人轮班作业和休息，每
天都加班加点，平均 11天即可完成 1
层的工作量。

许阳说，滩区迁建项目是重大民
生工程，事关脱贫攻坚大计，事关滩区
群众福祉，他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按期

高质量完成施工，让滩区群众住进放
心房，安居乐业走上小康路。

打好“党建牌”，社会责
任扛在肩

据了解，向“出彩人”爱心超市捐
赠的3万元善款，是河南一建党委的决
定，该超市也将成为河南一建在原阳
的党建平台和载体。

“项目建在哪里，党组织工作就开
展到哪里，社会责任就承担到哪里！”河
南一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刘定国
说，加强党建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了企业的良好
形象，增强了员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
河南一建开展工作的两大“法宝”。

河南一建要求新成立的基层单位
要同步建立党组织，健全各项工作制

度，选好配强党支部班子，促进基层党
组织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2018
年在2个重点工程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促
进了重点工程的进展。

近几年，在郑州慈善日捐款活动
中，河南一建累计捐款59万多元，位居
郑州市建委系统各单位前列；2011年
向郑州市捐赠价值 65 万元公交车一
辆；2013年组织员工开展献血献爱心
活动，128位同志向河南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献血总量 46350 毫升；在四川汶
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
积极组织献爱心捐款活动，共计捐款
32万多元……

“创建精品工程、构筑幸福基业”
“打造建筑企业百年品牌”是河南一建
的追求和目标。河南一建年施工能力
150亿元，有近 40项工程荣获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等全国性荣誉称号，先
后荣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等数十项全
国荣誉称号，已成为河南省建筑行业
的“领头羊”。

河南一建倾情回报社会，助力脱贫攻坚——

情暖原阳滩区迁建村

□李庆飞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疫苗打错的情况了，
孩子要用的疫苗都经过层层确认后才能打，这
点让我特别安心。”第一次体验到智慧疫苗接
种后的王女士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疫苗法草案的出台，推动了行业疫苗接种
管理的升级和改革。1月 9日，海尔生物医疗
与新乡市延津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共创疫苗
网全场景生态方案落地，为疫苗接种“最后一
公里”筑起安全屏障。

家长放心：再也不用担心打错
疫苗

正如王女士所说的，疫苗网的层层审核，
让家长更放心；全流程信息可追溯，更是为保
障疫苗接种安全增加了砝码。在接种前，要用

“预防接种手册”在智慧疫苗接种箱上“扫码”，
接种箱小屏幕上显示注射疫苗的名称、厂家、
批次等详细信息后，注射针剂自动弹出。护士
手持针剂在冰箱上再一次扫码、进行二次核对，
并确认接种方式和部位后，才能给儿童接种。

如果说，接种模式的改变给家长吃了一颗
“定心丸”，那么接种环境的改变便缓解了孩子
接种的焦虑感，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接种中心，随处可见的手绘第二季海尔
兄弟动画片中的智慧老人、牛奶、萌萌等各种
卡通形象，以及具有本地特色的麦香延津设

计，甚至是留观区的娃娃机、摇摇椅等，都拉近
了与接种儿童的距离，给孩子们创造了一种轻
松愉悦的接种体验。

“以前打疫苗很发怵，孩子又哭又闹，怎么
哄都不好，现在这里有各种玩具、卡通人物分
散了他的注意力，孩子挺喜欢来这呢！”王女士

笑着说。

疾控中心：以点带面加速城市
疫苗网建设

据海尔生物医疗疫苗网小微主巩燚介绍，
借助信息化和物联网技术，疫苗网能够将孩子

信息、疫苗信息，包括工作人员信息全部集成
到一起，做到“最后一公里”的疫苗追溯，保障
疫苗的接种安全。而延津县落地的全场景生
态方案除智慧疫苗接种方案外，还包括疾控中
心的装修设计、配套安装、全流程冷链、文创手
办、信息化软件等在内的全场景、全产业综合
服务方案，同时融入当地特色元素，实现定制
化的空间布局和人性化的接种体验。

“首个疫苗全场景生态方案的落地，提高
了新乡，乃至河南免疫接种的水平，要充分发
挥延津免疫接种示范作用，加强全市门诊智慧
接种的建设。”新乡市疾控中心介绍道。

疫苗网全场景生态方案延津示范点是河南
政府引进智慧接种的第一步，河南智慧疫苗网
的搭建，将带动全国范围内的疫苗接种进一步
升级，保障儿童健康成长。海尔生物医疗作为
共创方，为用户提供包括疫苗网、血液网、生物
样本网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便捷、有效
的健康服务。未来，疫苗网全场景生态方案将根
据接种单位的不同级别、不同属性提供定制化服
务，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智慧接种全覆盖，以点
带面，加速城市疫苗网的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家长放心、儿童开心

海尔疫苗网让免疫接种更安心

第一次体验到智慧疫苗接种的家长 护士手持针剂在冰箱上再一次扫码、进行二次核对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月 14
日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我省日前下
达2018—2019年度冬春生活补助资
金 1.534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资
金1.314亿元，省级财政安排2200万
元，专项用于统筹解决受灾群众口
粮、衣被取暖等困难，切实保障受灾
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

2018年，我省自然灾害以洪涝、
受台风影响灾害为主，雪灾、低温冷
冻、风雹、旱灾、地震、病虫等灾害也有
不同程度发生，给灾区群众的生产生
活造成较大困难，冬春救助任务繁重。

省减灾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要
求各地、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河南
省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
的要求确定救助对象，结合上级下拨

和本级筹集的救灾款物总量、受灾人
员困难程度、需救助总人数和需救助
家庭人口数等因素，制定本地受灾人
员冬春救助实施标准。要按照“分类
救助、重点救助”原则，建立需救助人
员台账，优先考虑受灾贫困户、特困
户、残疾人家庭等特殊困难人员的救
助。要特别关注交通不便、边远和偏
僻地区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对于冬
春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群
众，按照有关政策及时纳入其他社会
救助制度，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不出问题。

据悉，生活补助资金已下达各
地。省应急管理厅要求尽快把生活
补助资金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确保
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1 月 14
日，我省大部地区再遇“霾伏”，好在
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省，霾将
逐渐减弱消散。届时，全省自北向
南偏北风逐渐加大到 5级左右，阵风
6 级~7 级，气温较前期下降 4℃~
8℃。

省气象台预测，受冷空气影响，
15日，我省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温度
较前期下降 4℃~8℃，南部部分地区
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以阴天到多云
为主。16日，南部多云转晴天，其他

地区晴天间多云。17日，西部、南部
多云转阴 天 ，其 他 地 区 晴 天 转 多
云。18日，西南部、南部阴天，部分
地区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
多云到阴天。19 日，东南部小雨停
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20日，全
省晴天间多云。

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大
风、积雪和低温对作物大棚、养殖圈
舍等农业设施以及油菜、蔬菜、果树、
经济苗木等均有不利影响，农民朋友
需提前做好防范。③5

我省下达1.5亿多元
冬春生活补助资金

大风+降温+雨雪组团来袭

民生速递

1月14日，郑州中大门保税直
购体验中心进口超市内，顾客在选
购各种“洋年货”。这里有俄罗斯
帝王蟹、加拿大龙虾、智利车厘子
等各类进口商品9000余种。随着
春节临近，这里每天吸引着大量市
民前来选购“年货”，各类商品供不
应求。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洋年货”
进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