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一群聋生右手持小锤，左手拿圆形或尖形刀
具，在瓷盘上精心雕刻图案。“叮叮当！叮叮当……”
的敲击声，犹如一曲动听的音乐，在20多平方米的
教室里回荡，但他们却听不到。

这里是安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刻瓷课堂。
12月 5日，记者在这里见证了什么叫人生精

彩由己不由天。
两位指导老师，女的叫洪晶，男的叫张芃，是

一对聋人夫妻。今年 37岁的洪晶，从小学到高
中，都在这里度过。她从这里走进了大学，毕业后
回母校担任聋生的剪纸、泥塑、串珠课的老师，但
她并不满足。

偶然的机会，洪晶与刻瓷结缘。2014年 7月，
洪晶参加一个展览会，看到了精美的雕刻瓷盘，一
下子心动起来：“我们聋人听力有缺陷，但心智很健
康。听不见，干起活来却更加专注。”考察市场后，
她给校领导递交了开办刻瓷课的申请报告，详细
介绍了刻瓷艺术。情真意切的申请，让校领导很
快签下“同意”二字。

“学刻瓷最难的是啥？”记者将纸上的提问递
给洪晶，“刻瓷以国画和工笔画为主，与我学的专
业不对口，只好细细琢磨。初学时，光瓷盘我就敲
碎了20多个。”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夫妻俩昼夜切磋，
寒暑假也都花费在了刻瓷上。

刻瓷，又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开课了！起初仅有5名聋生。一位聋生花费了

十天时间，描绘好了瓷盘的初稿，掂起小锤和刀具试
刻，“啪”的一声瓷盘碎了，这位聋生顿时惊愕。失败，
极易让聋生心灵受伤！“我深知，这些聋生身体有缺
陷，心灵更是脆弱。”洪晶用笔书写出聋生的心声，“我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让其鼓起勇气从头再来。现在，
这位聋生已经成了刻瓷高手。”

如今这门课已开设4年多，洪晶和学生有上百
件作品问世。“你不要小看这些极普通的瓷盘，当他
们雕刻上栩栩如生的人物、精美的花卉鸟虫，顿时价
格倍增。”旁边一位会打手语的老师告诉记者。

今年 4月，洪晶弟子们的作品走进了全国第
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引起巨大反响。教育部的
领导，还有众多观展者看了他们的现场演示，纷纷
竖起大拇指。目前，夫妻俩培养了 40名聋生，有
两位毕业生准备开办工艺刻瓷坊。

采访结束，洪晶的留言却令人回味不已：“我们
缺少了一对聆听美的耳朵，但我们还是拥有着发现美
的眼睛和创造美的双手，从而更让我和学生们，懂得
珍惜这触手可得的精美瓷器，感悟自己的人生。”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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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热点关注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张宏怡）继国内首款1.1类口服抗艾滋病新药
阿兹夫定二期临床试验结束后，12月 5日，该药
三期临床研究正式启动，且国家药审中心同意阿
兹夫定以二期临床试验结果提前申报上市。

阿兹夫定是平顶山民营企业河南真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治疗艾滋病新药，填
补了国内艾滋病抗病毒自主知识产权的空白，
被列为科技部“十二五”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荣获2017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

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年来致力于
阿兹夫定的研发和临床试验，并由特聘专家、现任
河南师范大学校长常俊标率领团队研制成功。阿
兹夫定技术指标国际领先，临床效果显著，安全性
良好，具有剂量小、多靶点、长效口服等特点。

据了解，此次三期临床目的主要是研究阿
兹夫定联合另外两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即富
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与依非韦伦，在未接受
过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并通过扩大临床研究机构、临床研究
样本，进一步确认产品疗效和安全性。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不用开刀，即可为病人
实施疑难复杂的外科手术；动作灵活，“仿真手”
可旋转 540度，突破人手操作局限；视野高清，
术野图像可放大10倍，即便是细小的血管也能
一目了然……这就是达芬奇第四代手术机器人
的“魅力”。12月 5日，我省首台达芬奇 Xi（第
四代）手术机器人开机仪式在河南省人民医院
举行。当天，这台手术机器人正式“上岗”，不到
3个小时，就顺利配合胃肠外科医生为一名 33
岁女性患者成功实施了胃癌根治术。

2014 年，我省引进首台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标志着河南外科手术正式迈入“机器人时
代”。“与前三代相比，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视野更清晰、分辨率更高、关节更灵活，外观及
操作仓设置也更加合理，医生操作更方便，可广
泛应用于肠道、肝胆、心脏、泌尿、妇科、儿科等
手术。”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孙培春说。

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促进了常规手术
的微创化、关键操作的智能化、复杂手术的安全
化。据介绍，省人民医院外科腔镜手术率已达
90%以上。③5

几年前，凤泉区大块镇大块村村
民整体搬进了大块新村。住着和城里
人一样的房子，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可
变压器容量低，跳闸停电是常事。

“以前我们家空调几乎是摆设。
为啥？电力不稳，跳闸太频繁。两个
普通的电暖器都没法一起开。”村民
郭德友说，“现在，通过煤改电中的电
网改造项目，家里空调随便开。”

今年 10月中旬，赶在供暖季前，
大块新村的“煤改电”工程结束。供
电部门在大块新村新增一台大容量
变压器，整体容量比之前提升一倍，
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能力大幅提升，为
群众冬季取暖提供了保障。

据新乡市发改委主任张文慧介
绍，为让群众能用起电取暖，新乡全
面落实供暖期阶梯电价、分时电价、

打包交易电价等三项电价优惠政
策。供暖期采暖电量每度优惠 0.15
元，每户最高可享受 3000 度电的优
惠。2018年采暖期，新乡供电公司为

“煤改电”用户优惠电费712万余元。
“过去烧煤，一到冬天，家家户户

冒烟，取暖引发的煤气中毒在农村不
是啥稀罕事。”凤泉区陈堡村治安队
员王中兴说，除了安全问题，烧煤对
村里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如今用电
取暖，干净卫生，省心多了。

不仅改善了村居环境，“煤改电”
工程还对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统计，11 月
15 日供暖开始至 12 月 4 日，新乡市
PM10 浓度同比下降 26.8%，PM2.5
浓度同比下降 41.5%，优良天数 15
天、同比增加10天。③6

填补国内口服抗艾滋病新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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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启动

我省首台达芬奇第四代
手术机器人正式“上岗”

医疗新科技 把脉大健康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烧煤，是我国北方特别是农村沿用了千百年的冬季取暖主

要方式。

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之一，新乡市2017年

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当年，该市启动了

“双替代（煤改电、煤改气）”工程，在摸底排查后，确定要在

2020年4月之前，完成无条件集中供热的36万户“双替代”工

作任务。截至目前，新乡“双替代”改造已完成31万余户，其中

电代煤30余万户，占了绝对多数，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千年习惯一朝改！新乡“煤改电”工作到底成效如何？在

“大雪”将至时节，本报记者赴新乡部分乡村进行了探访。

“反复跳闸反复开”成为历史

无声世界里的
精彩人生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段时间，郑州市大
力整治交通违法乱象。12月 4日，郑州市交警
支队发布消息，在交警部门查处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中，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超车等是目前出
现频率较高的十大不文明驾驶行为。

这十大不文明驾驶行为是：未按规定让行、违
法超车、违法会车、违法倒车、违法变道、违法占道
行驶、违法停车、违法掉头、违法抢行、未保持安全
车距。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说，当前，酒驾
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已普遍为人所知，但一些破坏交通规则的不文明
驾驶行为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应引起足够重
视。目前查处这类不文明交通行为主要依靠现场
执法方式，警方正在逐步加大投入，通过更多科技
手段来督促驾驶员文明行车。“处罚不是目的，警
方希望通过严查来强化驾驶员的安全意识，让文
明出行习惯成自然。”这位负责人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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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习惯一朝改
——新乡市 30余万煤改电用户取暖见闻

12 月 5 日上午，寒风中，位于太
行山脚下的辉县市吴村镇山阳村显得
格外宁静。

“电餐桌用着咋样？暖和不？”走
进58岁村民赵宝枝的家，与记者同行
的农电工张保星先打着招呼。

“可中，政府发的这个电餐桌可方
便，能当茶几能取暖，还能吃火锅！”赵
宝枝放下家务，笑着迎上来。

记者看到赵宝枝所说的这张电餐
桌，暗红色的颜色和她家的装修风格很
协调，桌子一角还有个电磁炉装置。其
实，这张电餐桌是辉县市在实施“煤改
电”工程中统一采购发放的取暖器。

“这个电餐桌，俺家平时就当茶几
用。一插电可以取暖，桌子四面都有加
热网，家里平时就我和老伴儿，坐一起

开一面就可暖和。”赵宝枝十分满意，
“冬天天冷，有时候不想做饭，凑几样东
西，就可以一边取暖一边吃火锅。”

“以前烧煤球太费劲，又呛人，还
脏。”赵宝枝说，吴村镇挨着赵固煤矿，
大家过去习惯用煤取暖，一个冬天少
说也要烧五六百元的煤。“这电暖器，
平常当家的上班去了，我在家忙活，不
冷就不用开，一天最多开一两个小时，
家里就挺暖和。”

“电餐桌一面 1200千瓦时，每天
开俩小时，一天大概一块钱，采暖期按
4个月算，才 120块钱，比烧煤便宜多
了！”辉县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魏辉峰
说，辉县市今年“煤改电”工程总投资
1487万元，和赵宝枝一样受益的，还
有3.3万余户群众。

用电取暖比用煤还省钱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丁清凌）12
月 4日，被告人高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一案在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一审判处高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5月 22日下午，被告人高某搭乘一辆大客
车自邓州到南阳，客车载客13人。行驶至南阳
市南邓路田园新城公交车站牌附近时，高某因
行驶路线及下车地点问题与司机赵某发生争
吵，高某突然抢夺方向盘，并殴打赵某，赵某紧
急停车后二人发生撕扯、打斗，两人均受伤。

法庭上，高某追悔莫及。休庭合议后，法院
当庭宣判此案，认为被告人高某置公共安全于
不顾，在载客13人的大客车行驶过程中，殴打、
拉拽驾驶人员，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
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较大，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被告人高某庭审中的
认罪悔罪态度及案发后对司机的赔偿并取得谅
解等量刑情节，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③6

法官说法
2019 年 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

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

意见》规定：对于在实际载客 10人以上的公共交

通工具上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

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

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从重处罚，即使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③6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不好意思，没零钱找您，扫码支付吧。”
“我们不接受现金，请先关注微信公众号，然
后网上转账。”在停车缴费、商店购物、景区
购票时，您是否遇到过商家以各种理由拒收
现金？12月 5日，记者在郑州市走访发现，
商家“现金歧视”并不少见，多数商家明知

“拒收现金”不合理，还是坚持为之。

消费者遭遇“现金歧视”

前几日，市民周先生在郑州市商务外环
地面停车场停车，身穿制服的管理员跑过来
要求支付5元停车费。周先生拿出现金，却遭
到了拒绝。“我们都是扫码支付，微信、支付宝
都中，就是不能用现金！”管理员说，这是公司
规定。周先生感觉纳闷，这不是明摆着“现金
歧视”吗？在管理员的坚持下，没有开通扫码
支付功能的周先生，不得不驱车离开。

记者走访发现，在日常消费中，商家以各
种理由拒绝收现金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去一
家景区时，售票员要求先下载APP，通过APP
线上购票。”市民赵先生说，如果不懂扫码支付
的老人遇到不收现金的商家，该有多麻烦。

不少市民表示，商家拒收现金的行为让
人很生气，尤其是遇到网络信号不好时，电
子支付很麻烦。

商家把麻烦转嫁给消费者

“拒收现金”在国内不少地方成为一种
社会现象，为何部分商家不愿收现金？在一
家企业的负责人看来，无外乎这几种考虑：

一是为了方便账目管理。顾客扫码后，
钱直接到了公司账户上，财务方便查看记
录，避免销售中“跑冒滴漏”。二是避免假钞
造成的损失。“比如一些流动商贩，为了避免
收到假钞，宁愿少一单生意也不收现金。”三
是打着“扫码支付更方便”的幌子推广APP
或公众号。比如一些景区、商超为了推广自
己的网络平台，要求消费者下载APP，然后

通过平台转账。“在很多时候，消费者虽然不
满意，也不会太较真。”该企业负责人说。

电子交易的好处不少，商家选择“鼓励
电子交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鼓
励”不能走极端，商家如果把“鼓励”变“强
迫”，就等于把方便留给自己，把麻烦转嫁给
消费者了。

拒收人民币违法

电子交易再好，也要考虑公平消费。《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
示等方式“拒收现金”，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
支付工具的情形除外。由此不难看出，在一
般情况下是不能“拒收现金”的。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当前支付形式多样，消费者的现金
支付习惯和偏好仍然广泛存在。一些商家
拒收现金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对支付方式
的选择权。“不同的支付工具各有优势，满足
了不同市场主体的支付需求，应该和谐发
展。”该负责人说。

根据相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存在
拒收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等违法
行为的，必须进行整改。如果消费者遇到
拒收现金的极端行为，可以拨打 12363 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热线电话投诉举
报。③5

有钱花不出，遭遇“现金歧视”咋办？

“鸟中大熊猫”光临黄河边

男子抢夺客车方向盘
获刑三年半

12月 3日，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黑鹳时而
小憩，时而飞掠，生活得十分安逸。

据该湿地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有30余只黑鹳在此栖息越冬，
是近年来发现最多的一次。

黑鹳属于世界濒危珍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近年数量急剧减
少，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目前全世界
仅存不到3000只，珍稀程度不亚于大熊猫，属于国宝级珍禽，其性机警
而胆小，听觉、视觉均很发达，对栖息地环境要求很高。

近年来，随着生态治理的推进，黄河孟津段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群众
爱鸟护鸟意识逐步增强，前来越冬的鸟儿越来越多。⑨3 高山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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