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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光山县产业集聚

区的三元光电科技扶贫车间里，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赶做客户订单

远红外万用取暖产品。据了解，

该企业吸纳了该县400多名留守

妇女和贫困户进厂务工，助力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 谢万柏摄

7月13日清晨，雨过天晴，阳光透过

杨树茂密的叶子，洒在娄香的鸡棚上，闪

闪发光，娄香正忙着给鸡添食喂料，又开

始了她一天的忙碌。

娄香是扶沟县崔桥镇四村的脱贫

户。5年间，她经历了被认定贫困户、脱

贫、返贫、又脱贫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巨变。

娄香一家4口人，早年因年迈的婆婆

患有肺痨病，常年卧床不起，看病花费6

万元，不但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3

万多元的外债。娄香因为要长年照顾婆

婆和年幼的孩子，不能外出务工，经济收

入主要靠5亩地和丈夫外出打零工，收入

处于贫困线以下，2016年6月，她家被识

别为贫困户。

自从被确定为贫困户后，驻村队长单

运健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并结合其实际情

况，为其制订发展产业实现脱贫的计划，

让娄香家尽快摆脱生活困境。了解到娄

香有养鸡的技术，并且也有发展养鸡的意

愿时，包村干部苑建军多次到她家做思想

工作，打消其顾虑，并提出帮她解决资金

困难。村党支部书记孙兵承诺，可以帮她

找人建鸡舍，联系鸡仔等棘手问题。娄香

想：“有这样的好政策，还有这么多的干部

帮忙，咋不试试呢？”于是她同意了县镇干

部的建议：建鸡舍，摘穷帽。

2017年10月，在驻村干部、村委会

和亲朋好友的帮扶下，娄香投资22万元

搭了两个温棚，建起了养鸡场，购买了1.5

万只鸡仔。从此以后，娄香起早贪黑，像

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鸡仔，她还在照顾

鸡仔的间隙，买来养殖书籍，学习养鸡技

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年底，娄香

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创收利润15万元，顺

利摘下了“穷帽子”。

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12月15日

凌晨4点，养鸡场不慎发生火灾，其中的

一个鸡棚烧得只剩棚架，7500只鸡全部

烧死，直接损失折合人民币将近12万元，

娄香一家又成了贫困户。

得知娄香的养鸡场遭受火灾的消

息，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帮扶

责任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救灾和

商量灾后重建工作。镇长田艳华立即召

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通报娄香家的情

况，要求排查各村火灾隐患，多渠道帮助

娄香家解决资金困难，同时村委会为其办

理了3万元小额贷款，继续帮助娄香发展

养鸡业，镇政府、村委会帮助娄香整理县

政府为脱贫户投保的“突发意外事故”返

贫责任险的各种资料，按照程序申请保

险公司赔偿。

今年3月，在县、镇、村的三级帮扶

下，娄香再次新建了2000平方米养鸡棚，

养鸡场修缮一新，重新开业。4月，两个鸡

棚里养了1.5万只鸡仔，娄香也开始了紧张

而又辛苦的劳作。5月16日，娄香卖了火

灾后的第一茬成品鸡，毛收入28万多元，

卖了鸡，娄香还清小额贷款借款，而且还有

3万元的剩余，娄香再次脱贫了。

“现在扶贫干部真帮忙，党的政策真

是好啊！大灾压不垮，跌倒还能爬起来，

返贫还能再脱贫。”每每说起两次脱贫的

事，娄香都很激动。

娄香两次脱贫记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谷志方贺战胜

本报讯（记者李政）近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通报了2019年县级医

院服务能力评估情况，河南有102家县

级 医 疗 机 构 参 与 评 估 ，达 标 率 达

85.58%，相比2018年，2019年我省有

所提升，各项排名位居全国前列，县级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网

络数据直报、现场调研等多种形式对全

国1837家县级综合医院2018年度的服

务能力进行第三方评估，评估内容涉及

县级医院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业务开展

与经济运行情况、医疗服务能力达标情

况等。

记者了解到，河南省县级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在基本标准达标率中排名第

六，上报医疗机构102家，实现基本标准

条目223条，达标率85.58%。河南省县

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在推荐标准达标

率中排名第五，上报医疗机构102家，实

现 推 荐 标 准 条 目 190 条 ，达 标 率

59.55%，较2017年提升4.77个百分点。

本报讯 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飞跃发

展、科技力量的加速壮大、城乡建设的

不断提升，咱们老百姓的小日子也过得

越来越滋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

来越高。你眼中的小康生活是什么？

这些年河南发生了什么变化？你们家

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充分展示河南人的小康生活，倾

情讲述小康路上的奋斗，忠实记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即日起，省委宣传部组

织开展“奔跑吧豫小康”主题征集活动，

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鼓励各级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影视制作团

队、新媒体机构、短视频创作者、爱好者

及广大群众广泛参与。

我们需要这样的内容：奋斗小康：分

享自己或者基层劳动者的奋斗历程，展

现奋斗出来的小康生活，致敬最美劳动

者。脱贫小康：分享驻村第一书记、贫困

户脱贫奔小康的典型事迹。（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林海
燕）“这样的培训太好了，让我对工作中

的疑点、难点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做好

下一步工作更有信心了！”7月14日，参

加邓州市扶贫干部脱贫攻坚业务知识

培训班的学员杨方村说。

为进一步提升扶贫干部能力素质，

确保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圆满收官，自7

月6日至14日，邓州市举办扶贫干部脱

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班，分4期对全市各

乡镇（街区）扶贫办人员、村党支部书记、

脱贫责任组组长、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

员及市直重点行业部门扶贫人员等共计

1900名干部进行集中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围绕中央、省、市

的脱贫攻坚工作新精神、脱贫攻坚各类

政策、金融扶贫、抓党建促脱贫、帮扶干

部工作职责及干部作风建设、防止扶贫

领域小微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方

面，采取现场授课、视频教学、学员讨

论、现场访谈、经验交流、闭卷考试等方

式进行。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申山山）“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在

日常经营中，发现有相关单位吃拿卡

要、故意刁难、粗暴执法等，可以随时

与我们联系！”7月11日，内黄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一边向企业、商户发放

“连心卡”一边告知他们应享有的权

益。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内黄县纪委监委组织开

展“手拉手心连心”行动，主动上门收集

问题线索，及时跟踪协调处置，并通过

发放“连心卡”等方式，强化与商企沟通

联系，“零距离”贴心服务。

截至目前，他们共走访企业、商户

600余家，发放“连心卡”600余张，解决

沿街商户反映问题1起，发现问题54

个，督促解决问题28个。

邓州市举办脱贫攻坚业务知识培训班

扶贫干部“充电”练内功

内黄县优化营商环境

发放“连心卡”服务“零距离”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军乔新强王永安

鲁山县黄沟村村医张振元

17年扎根山村守护村民健康

盛夏季节，骄阳似火。在鲁山县四棵

树乡黄沟村，路边的向日葵在贫瘠的山坡

上扎下了根，金黄的花盘追逐着太阳生

长，一天又一天，执着而又坚定。黄沟村

村医张振元，一个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

一如这路边的向日葵，为了践行守护乡亲

们生命健康的初心，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一

待就是17年。

7月9日，沿着两边开满向日葵的进

村路前行不远，黄沟村卫生室就出现在眼

前：干净整洁的房间内，空调风凉爽宜人，

几名群众正在寻医问药。

“振元哥，孩子这两天老是咳嗽，你瞅

瞅是不是感冒了？”一位带着4岁男孩的

年轻女子说。

“振元，我的高血压药吃完了，再给我

拿两盒。”一位70来岁的老人说。

“村里大人小孩都认识我，都是按农

村的辈分称呼，我也是按辈分喊他们。”张

振元打开了话匣子。

不忘初心本科毕业回到故土

张振元今年39岁，2003年从新乡医

学院毕业。“当时我毕业的时候，虽然不一

定能够留在郑州工作，但在新乡市或者平

顶山市的大医院找份工作还是有把握的，

更不用说县级医院了。可我从内心深处

觉得还是要回到家乡，完成自己从小的愿

望。”张振元回忆道。

黄沟村辖7个村民组9个自然村，

1500多名群众分散居住在地域总面积

6.8平方公里的沟沟岭岭中，交通不便。

张振元小时候，村里没有村医，家乡人看

病都要翻山越岭到附近的张沟村，或者是

两公里开外的下汤镇张庄村，距离四棵树

乡卫生院更是有5公里之远，十分不便，

这在张振元幼小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

记。

更让张振元记忆犹新的是：他上初中

时，有天晚上母亲因为用药过敏，浑身起

满了疙瘩，并出现嘴唇发紫、呼吸困难等

症状。家人只好用架子车把他母亲拉到

10多里地外的乡卫生院，仅在路上就走

了一个多小时。虽然经过急救母亲的病

情得到缓解，但当时一家人都十分担心，

张振元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现在才知道是药物过敏后引起的缺

氧现象，在一般的村级卫生室就能够及时

处理，要是当时村里有个卫生室，母亲也不

会受那么大的罪了。”张振元说道。

以前农村群众保健意识淡薄，不懂

得要经常量血压、得了高血压就要用药

控制等常识，村里不时出现一些中老年

人猝死的现象。“记得20多年前我村一

对60多岁的牛姓夫妇，几年间相继突然

倒地死亡，其实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突发

性心脑血管疾病造成的。这件事对我的

影响也很大，使我抱定了长大后考医学

院，学成后回乡为父老乡亲服务的信

念。”张振元说。

因此，张振元从新乡医学院本科毕业

后，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黄沟村，当起了

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医。

一腔热血“悬壶济世”造福乡邻

在村里开办卫生室后，张振元给自己

定下了一条规矩：不管乡亲们是不是主动

要求，如能抽出时间，一定要对前来看病

的乡亲们义务测量血压；对于出现血压高

病症的患者，就劝他们及时用药。10多

年来，为村民量过多少次血压张振元没有

统计过，但对于如今村中140多个在册的

高血压患者，一年至少4次随访服务，张

振元从没落下过一个。

“有些群众一辈子仔细惯了，即使知

道自己血压高也不舍得吃药。我就经常

劝他们：现在降压药也不贵，只要天天坚

持服用就能控制住；如果心存侥幸不吃

药，说不定啥时候血压一上来就会出现脑

出血等，治疗及时也会留下偏瘫等后遗

症，治疗不及时就会要命。”令张振元欣慰

的是，村中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听从

了他的劝告，如今村民因高血压突发心脑

血管疾病的患者已大大减少。

2015年春的一天凌晨2点左右，村民

张某突然肚子疼痛不已，额头冒汗在床上

缩成一团。其家人打来求助电话，张振元

二话不说就从热被窝里钻了出来，穿上衣

服，带着一些药物摸黑赶往患者家中。当

时村中还没有安装路灯，路也没有硬化，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

不时有一些飞禽走兽的叫声在夜空中响

起。“尽管是山里人，黑夜里行走，这里猛

响一下那里凄厉地叫一声，我仍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张振元回忆道。

经初步诊断，病人患的是急性阑尾

炎，用药保守治疗后，张振元又待了好一阵

子，直到患者慢慢恢复了平静，张振元才放

心地离开。事后，张某的家属逢人就说，是

振元救了张某的命，否则那天晚上张某非

疼死不可。像这样深夜出急诊的情况，一

年当中都有好多次，张振元已经习惯了。

黄沟村下沟组叶文先老人患习惯性

下颌关节脱位，有时会在夜间打哈欠时发

病，疼痛难忍。每次发病，她的老伴都会

带着她大半夜来敲张振元家的门。常常

在深夜时分，正在熟睡的张振元突然就被

敲门声惊醒，但他从来没埋怨过一回，相

反，他特意在家里准备了复位时用于缠拇

指防咬伤的纱布。自当村医至今，张振元

已经给叶文先老人复位几十次了，从没收

过老人一分钱。

采访当天，张振元还骑着电动车去贫

困户崔桂芳大娘家随访，为老人量血压和

听诊。“振元态度可好了，有耐心，俺母亲

躺床上10多年了，有时需要输水，一个电

话人家就过来了。老太太胳膊上不好扎

针，扎上针后也不听话，胳膊乱动，容易跑

针，一打电话振元就又跑过来了，从来没

有埋怨过什么。”崔大娘的儿媳妇贾三妮

说出了村里人的心里话。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张振元深知山

区群众生活条件不好，挣钱不容易。为

此，在日常诊疗过程中，他坚持能用便宜

的药就不用贵药，能少用药就少用药；他

还给村民灌输一些山里常见的中草药预

防疾病的知识，最大限度减轻乡亲们的看

病负担。

（下转第二版）

我省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各项排名位居全国前列

“奔跑吧豫小康”主题征集活动开始

光山
忙生产 奔富路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郭子
钦王红亮）“驻村5年，我最大收获就是

建立起了集种植、管理、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中药材产业发展体系……”7月10

日，在漯河市召陵区举办的驻村第一书

记“擂台赛”上，区商务局派驻青年镇砖

桥村第一书记陶冶在“擂台”上的感言，

赢得了评委的“点赞”。

据悉，召陵区驻村第一书记“擂台

赛”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抓党建促脱贫攻坚部署，增强驻

村第一书记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展

示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发展成

果，努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持续发挥“尖兵”作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此次驻村第一书记“擂台赛”共有

省派、市派、区派驻村第一书记36名，主

要围绕示范点观摩、驻村工作5项职责

等内容，设置知识测试、擂台展示、打分

评奖、大赛讲评四个环节，评出一二三

等奖6名，晒出了成绩单，赛出了扶贫

“真经”。

“现在距离年底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只有几个月，我们的任务还很艰

巨，要面对贫困户兜底脱贫、返贫风险、

产业扶贫等困难和挑战，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拿出敢打敢拼的劲头，举办

‘擂台赛’就是要第一书记保持必胜的

信念，撸起袖子加油干，啃下硬骨头，全

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召陵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刘剑说。

漯河市召陵区举办“擂台赛”

第一书记赛出扶贫“真经”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截至2020年6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6亿辆，其中汽车

2.7亿辆。

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2020年

上半年，机动车新注册登记1414万辆，比去

年同期减少98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

1042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00万辆；

摩托车新注册登记332.5万辆，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88.5万辆；挂车等其他机动车新注

册登记39.5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万辆。

载货汽车保有量达2944万辆，占汽车总

量的10.9%。2020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载

货汽车达188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

万辆。危险货物运输车保有量达60.4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万辆，增长4.86%。

据统计，69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100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等12个城市超过300

万辆，依次是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郑

州、西安、武汉、深圳、东莞、天津、青岛。北京

汽车保有量超过600万辆，成都汽车保有量

超过500万辆。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6亿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