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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风电”变“风景”
连续两年新增并网规模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朱殿勇 王平

他自谦“小医生”，却靠着执着和
勤奋，向着医学的巅峰不断攀登，赢得
许多别样美誉——“医生发明家”“爱
笑的暖男医生”“最美医生”……

临床工作35年，他接诊患者30多
万人，以精湛的医术，为 2万多名患者
重塑“钢筋铁骨”。

他用两根“支架”——医术和仁
心，撑起了一个个扭曲的脊梁，打开了
一个个“折叠的人生”。

8月 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医
师节”庆祝大会暨第 12 届“中国医师
奖”颁奖大会上，曾获首届“河南最美
医生”的他，又获医师行业最高荣誉。
他，就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
科主任高延征。

仁心仁术
“我们有责任为不好治、没

地方治的病人找一条出路”

8 月 17 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脊
柱脊髓外科病房，来自沁阳市的杨绍
凯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高延征的诊
室，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俺妈让俺
来瞧瞧您，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说
着，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中等身材、方方的脸庞上常挂着
笑容的高延征，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
阳光帅气的小伙儿，迟疑片刻，惊呼：

“小杨？你是小杨！”平时儒雅稳重的
高延征一把握住了杨绍凯的手。让高
延征兴奋的是，这位曾经被他救治的
患者挺直了佝偻十余年的腰板，不仅
比过去长高了 30厘米，还能像正常人

一样走路，能自如地躬身向他道谢。
得知杨绍凯已顺利完成学业，现在做
起电商，还找到了女朋友，高延征十分
欣慰。

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前，正值青春
年华的杨绍凯是一位强直性脊柱炎患
者，160度的严重脊柱弯曲和四肢关节
强直，迫使他整日整夜忍受着病痛的
折磨。久而久之，胸贴着肚皮，他成了

一个不折不扣的“折叠人”。
原本考上大学的小杨，不得不辍

学回家，生活起居全靠母亲一个人照
料。几年来，母亲带着杨绍凯四处求
医。一天，杨绍凯看到了一则新闻：由
河南省人民医院高延征发起的“脊梁
工程千人救助计划”在全省启动。该
项目不仅为患者减免大部分医疗费
用，而且已经治愈了 200 多名强直性

脊柱炎患者。这顿时让杨绍凯燃起了
新的希望。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杨
绍凯来到省人民医院找到了高延征。

为“折叠人”矫正脊柱的畸形，难
度堪比攀登珠穆朗玛峰，稍有不慎，就
可能损伤脊髓造成瘫痪。做过 2万余
例各类脊柱手术的高延征，把治疗每
一位患者都当成是一次新的攀登，不
敢有半点懈怠。杨绍凯是幸运的，因
为他遇到了敢于“登顶”的人。

高延征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对杨
绍凯进行会诊，反复斟酌讨论，制定系
统周密的治疗方案，分期为他实施了
脊柱后凸矫正手术和双髋关节置换
术。摆体位、插管麻醉、截骨、合拢、矫
正、髋关节置换……手术台上，高延征
宛如熟练敏捷的“修复大师”，与扭曲
坚硬的脊柱骨展开激烈的“切磋”，与
死神“上演”擦肩而过的博弈。

手术室外，杨绍凯的母亲静静等
候，心却是揪着的；一门之隔，度过的每
一分每一秒都是那样惊心动魄。让杨
绍凯“脱胎换骨”的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缝合最后一针后，高延征瘫坐在椅子上，
到此时，他已经站立了整整6个小时。

医生治病救人，既要有妙手回春
的医术，还要有仁心大爱的担当。

脊柱侧弯和强直性脊柱炎，是严
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两大脊柱疾
病，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最关键。但很
多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患者，因为经
济条件差，下不了治疗的决心。一个
个身体被扭曲或“折叠”的病人走进
医院，又心情抑郁、步履维艰地原路
返回，高延征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患者病得那么重，家属不懂病，可医
生懂啊。（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 月 19 日，省
长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
研究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政务云管理、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居
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高度重视疫情对粮
食安全的影响，精准施策，抓好粮食生产、
储备、加工和消费全过程节约管理，坚决制
止各类浪费行为。餐饮浪费涉及文化和习
俗，要建立长效机制，创新服务模式，完善
规章制度，常抓不懈引导改变消费习惯，大
力开展宣传教育，倡导科学健康饮食文化。

8 月 19 日适逢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医务
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向全省医
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慰问，指出医务
工作是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白衣天使在
疫情面前充分彰显了奉献牺牲精神，要真
正关心爱护广大医务工作者，营造尊医重
卫的良好氛围。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政务云管理
办法》，强调政务云是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政
务集约化的基础支撑，加快政务云建设是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各级各部门各有关单位都要站位
全局、刀刃向内、令行禁止，按照规定时间
和标准不折不扣推进政务信息系统迁移上
云。要深层次推进大数据融合运用，加快
释放大数据价值红利，大力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要创新政务云平台应用，不断拓宽
使用领域，进一步便企利民。

会议研究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
实施意见》，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
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要健全相关法规，完善保护机制，加
强新产业新业态等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各部门要通力协作，提升保护能力、水
平和质量，不断增强区域软实力和竞争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省长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平、武

国定、霍金花、王新伟、刘玉江、王战营，秘
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5

打开“折叠的人生”
——记第12届“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高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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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延征在为患者诊治⑨6 张书豪 摄

□徐建勋 冯刘克 何可

盛夏时节，嵩岳大地，满目青翠，
生机勃勃；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各景区游人穿行，欢声笑
语不断……

近年来，登封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
强市富民，结合改革发展，贯通城镇乡
村，持续发力，不断谱写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新篇章。

新形势，新任务。落实郑州“西
美”功能布局发展要求，做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抓好“六稳”“六保”工作任务，
登封市委正在强力推动的“党建领航、

六村联创、履职增效、三亮一争”工作，
发挥着令人欣喜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连日来，在该市机关单位、城镇社
区、田间地头走访，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让人惊喜，令人振奋。

聚力党建大格局
深入具体抓落实

“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强不强，抓
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也是磨刀
石。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为我们做好做
实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工作好比麻
线，党建就是拧绳的力，只有围绕具体
工作抓党建，党建才会是实的，才能拧

成推动美丽登封建设的一股绳。”登封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在实际工作
中，为解决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问
题，近年来，登封市委积极探索、不断
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建领航、
六村联创、履职增效、三亮一争’工作
经验，在全市掀起了抓实党建促发展
的工作热潮。”

为了建立“大抓党建、抓大党建”
的工作格局，推动党建“第一责任”和
发展“第一要务”有机融合，形成强大
合力，将“两张皮”变成党建“一盘棋”，
登封市委举旗定向，市委党建办牵头
抓总，统筹所有常委部办和 57家市直
单位的工作力量，在 15个乡镇（街道）

的 343个行政村（社区），全面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社会和谐、乡风文明等六类

“红旗村”争创活动，在全市广大党员
中开展“亮身份、亮职责、亮行动、争当
先锋党员”活动，实现基层党建与各项
中心工作“两促进”“两提高”。

“以前村里落实上级工作安排，有
时候讲形式，这几年不一样了，乡村振
兴这么复杂的工作，我们村一级该干
什么、要干到啥程度，市里都有明确方
向。”少林街道雷家沟村党支部主要负
责人说，“出现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
们也不怕，市里的、乡里的领导都带着
人往村里来，上级各个部门都往基层

跑，我们照着标准、铆足劲儿干就行
了。”抓工作越具体越深入，一深入就
见效。每年年初，登封市制定具体可
操作的六类“红旗村”争创标准，将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环境整治、精神文
明建设等工作任务，量化为 150余项
考评指标，直接下发到村，让村里清
楚今年具体干什么、怎么干。每季
度，登封市乡两级党委书记带队，到
重点工作一线现场观摩，以观摩促落
实，市乡两级每年观摩 80余次，现场
督办并帮助基层解决了一大批实际
问题。

每季度末，登封市对乡村两级的
红旗村争创工作进行一次考评排名，

召开市乡村三级干部大会进行集中点
评，工作先进的典型发言、落后的检讨
表态，将工作压力传导到了所有市直
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每年
年底，评选市级“红旗村”，每类“红旗
村”分别评选 10个，按照党组织书记
每月 500 元、其他村干部每月 300 元
的标准，上调“红旗村”村干部工作报
酬，获得多个“红旗村”称号的上调数
额累计叠加，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将
激励导向抓具体、抓入人心。两年来
全市共评选年度“红旗村”85个，发放
村干部奖金 300万元，有效激发了村
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下转第七版）

党建引领聚合力 美丽登封开新局
——登封市“党建领航、六村联创、履职增效、三亮一争”工作纪实

8月 19日上午 10时 30分许，三
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北村，由北
而来的黄河水浑黄湍急，由此横流向
东，水位已达 313.5 米，水流量已达
6100立方米每秒。三门峡市正迎来
1999年以来最大洪水。

“三门峡作为黄河入豫第一站，
管理河段 190 余公里，迎来了黄河
潼关站近 20 年以来最大洪水。”三
门峡市黄河河务局主要负责同志介
绍。

为确保黄河防汛安全，三门峡市

河务部门及早启动了防洪运行机制，
对涉水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加
强工程巡查防守，严格落实24小时值
班带班制度。

接黄委会统一调度，小浪底水库
继续按 1800立方米每秒拦洪排沙控

泄，为东平湖泄水创造条件。
据悉，黄河水域流量仍在不断上

涨，预计于 20日 22时前后出现 6500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红/文 苗秋闹/图）

黄河第5号洪水抵达河南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 月 19
日，省长尹弘与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
峰在郑州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人工
智能等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尹弘对刘庆峰一行来豫考察表
示欢迎。他说，河南产业门类齐全，
制造业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人
才基础较好，是投资兴业的沃土。当
前河南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特别是顺应新经济发展潮流，
发挥科技引领和赋能作用，发展数字
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培育新增长点，不断提升
产业能级和经济发展质量。科大讯
飞是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者，企业技
术优势、战略布局与河南产业发展、
民生事业契合点众多，双方在教育、
政务、司法等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希

望科大讯飞在豫继续开拓产业空间，
推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河南教育、
健康事业助力，以科技手段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河南将努力创造良好发
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与包括
科大讯飞在内的企业携手共创未来。

刘庆峰介绍了科大讯飞技术创
新和发展规划等情况，表示非常看好
河南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将围绕河
南产业特点寻求机遇，拓宽合作领
域，在豫设立业务中心、人工智能创
新研究院等，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进一步彰显技术优势，推动人工
智能为河南传统产业赋能，与教育、
医疗、城市管理等行业深度融合，实
现共赢发展。

王新伟参加会谈。③4

尹弘与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峰会谈

小浪底持续泄洪 确保洪水顺利过境

把梦想当信念、把工作当事业、把患者当亲人、把付出当快

乐，努力攀登学术和技术的高峰，高延征用仁心仁术打开一个个

“折叠的人生”，无愧于“中国医师奖”这一崇高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