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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9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

“席芳芳太不幸了，大学刚毕业就患

上了淋巴癌，为给她看病，家里已经山穷

水尽。为了不拖累家人，她现在正闹着要

放弃治疗，希望豫民帮忙能帮帮这个苦难

的家庭，救救这个不幸的孩子。”8月7日，

一位正在西平县医院看病的读者给本报

记者打来求助电话说。

8月8日上午，在西平县人民医院病

房内，记者见到了这名叫席芳芳的女孩。

24岁的席芳芳是西平县权寨镇朱杨村

七组人，2019年大学毕业不久后感觉身体不

适，经检查被告知是腰椎有问题，2020年1

月，在省城一家医院做完手术直到23日才出

院。回家两天后，就出现低烧的情况，当时

因疫情的原因，没能及时去医院检查治疗。

2月6日，实在坚持不住的席芳芳再

次前往郑州就医，在连续辗转3家医院

后，郑大第一附属医院给出了恶性淋巴瘤

和噬血综和征的诊断。

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席芳芳一家来说，

无疑是晴空霹雳，拿着医院的诊断书，一

家人抱在一起痛哭不止。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闺女看病！”

席芳芳年近六旬的父亲狠狠抹了一把眼泪，

把闺女安置好后就开始回家拼钱。但是让

这位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下来，席芳芳治病先后

花费了40多万元，眼看着家里能卖的都卖

了，能借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个遍，后续治

疗费用还需要四五十万，该上哪去弄呢？

看到一家人为了给自己看病，不但花

光积蓄，还欠下巨额债务，席芳芳向父母

提出了放弃治疗的想法。

听到女儿放弃治疗的话，席芳芳父母心

如刀割，老两口怎能眼睁睁看着正值花季的

女儿就这样被病魔吞噬？想给孩子继续治

疗，也确实无力应对这高额的治疗费用支出，

走投无路的一家三口在医院里痛哭不止……

“希望好心的人们能伸出援手，一起

鼓励席芳芳战胜病魔，帮助我们一家渡过

难关。”席芳芳妈妈说。

席芳芳妈妈电话：17530377150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付中雨

7月29日晚，在汝南县“建功新时代

同圆中国梦”庆“八一”晚会上，来自汝南

县汝宁街道南大街社区居民王素与其他

9名同志被县妇联授予“最美军嫂”荣誉

称号，受到隆重表彰。许多熟悉的人都

说：王素这几年真不容易，她被评上“最

美军嫂”实至名归。

今年32岁的王素，是汝南县汝宁街

道南大街社区居民、国网汝南供电公司一

名普通职工。2013年，王素同河南省孟津

县解放军某部现役军人王留建结婚。7年

来，她相夫教子，以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

重担。在她的支持下，丈夫王留建先后8次

获得优秀士官、两次赴非洲维和，为国家赢

得了荣誉；2014年王留建被原济南军区装

备部评为装备工作先进个人；2020年3月，

王留建作为全旅两名优秀技师之一，晋升

为五级士官。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军

嫂王素的默默奉献与付出。

2015年12月底，王留建接到通知，

要远赴非洲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当时，第

一个孩子还不足两岁，考虑到孩子小，自

己又远赴海外，临行前王留建心有不

舍。王素坚定地说：“国事为重，家中有

我你尽管放心！”2017年9月，王留建作

为第八批维和部队，再次赴非洲南苏丹

瓦屋维和，此时王素已怀有身孕，但她依

然全力支持王留建第二次踏上维和征

程。2018年5月，二儿子出生时，丈夫还

远在非洲南苏丹。等王留建结束维和任

务返乡探亲时，二儿子已过百天。王留

建满怀内疚，向王素说没能照顾好妻子

和孩子时，王素说：“代表国家去非洲维

和，不仅是你的荣耀，更是咱全家的光

荣！我不觉得辛苦，我感到很骄傲！”

王留建是梁祝镇王庄村人，2012年

父亲病故后，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2013

年结婚后，考虑到婆婆身体残疾行动不

便，为便于照顾婆婆，王素提出把婆婆接

到县城一块住，她还在家中为婆婆整理好

房间。但婆婆习惯了农村生活，说啥也不

愿意到城里居住。为了不让丈夫分心，王

素在乡下为婆婆新建了三间宽敞明亮的

平房，并添置了全新的家具，在室内建了

水冲式卫生间，安装了热水器。每逢节假

日，她都会带着孩子回乡看望婆婆，为婆

婆带去生活用品和婆婆爱吃的食物水果

等，把家中整理得干干净净。婆婆见人都

夸：“俺这个媳妇，比亲闺女待我还亲！”

结婚7年来，王留建每年只有一次探

亲假，又曾经两次长时间赴非洲维和，小

两口相处的日子不足5个月。王素既要

工作，又要照顾婆婆，还要抚养两个年幼

的孩子，有时忙不过来，就让娘家人帮

忙，但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无怨无悔地

默默支持着戎装在身的丈夫。今年3月，

当部队发布王留建晋升三级军士长的命

令后，这位在困难面前从未流泪的小伙

子，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饱含深情地对

妻子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你的

支持。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

贺洪强窦智）自2016年5月驻村以来，

原阳县路寨乡贾三村驻村工作队抓班

子强堡垒，抓脱贫促增收，抓基层打基

础，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赞誉。

俗话说得好：要想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为此李广平深入调研，最终选取

了几位能力强、人品好、愿意为乡村建

设出力的优秀人才作为村“两委”候选

人，在2018年的换届选举中，几位候选

人作为“两委”成员顺利选出，村“两委”

班子不健全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自驻村以来，李广平带领驻村工作队队

员吃住在村，不仅档案档卡整理得规范，还

十分注重扶贫扶志，并实施精准帮扶，根据

贫困户个人情况，帮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

并实行优秀务工奖补，引导贫困户靠自身脱

贫致富。通过努力，贾三村在2018年贫困

发生率降至1.65%,如期实现了脱贫目标。

贫困户王致勇养鹅资金紧张，李广

平自掏腰包借他一万元，帮他解了燃眉

之急；贫困户朱世青办户口，腿脚不便，

驻村工作队主动接送她去乡里办事……

类似的事在贾三村不胜枚举。“扶贫工作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能投身到这项事业

中我感到非常光荣。”李广平说。

连日来，泌阳县持续高温晴

热天气，全县用电负荷快速增长，

导致线路故障增多。国网泌阳县

供电公司职工们顶烈日战酷暑，

始终坚守在抢修第一线，确保群

众度夏用电安全。

（王超刘莹）

□本报记者戴晓涵

8月7日，记者接到西峡县双龙镇

汪坟村第一书记杨松的求助电话，由于

受疫情影响销路不畅，目前，汪坟村有

近60吨黑李已经成熟滞销。

汪坟村位于西峡县双龙镇南部，距

镇政府所在地8.5公里。2014年被评定

为省级贫困村，2016年在全县率先脱贫

摘帽。近年来，在村组干部和村“两委”

的大力倡导下，汪坟村群众大力发展黑

李产业，截至目前，全村已发展黑李面

积1400多亩，黑李品种达15种以上，每

年全村黑李产量达2000吨以上，黑李

人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是双龙镇乃

至西峡县为数不多的产业脱贫村。

汪坟村地处深山，是双龙镇南部的

一个小盆地，受盆地气候影响，黑李生

长周期相对较长，光照充足，黑李品质

相对较好，甜度较高。今年汪坟村的黑

李喜获丰收，目前正是黑李上市的季

节。“往年有福建、广州等地的客商大批

量地来收购黑李，今年受疫情影响，来

收黑李的人明显比往年少多了，现在每

斤黑李价格为6毛~8毛，比去年便宜了

一半。”杨松说。

“欢迎大家利用闲暇时间到双龙镇

汪坟村观光，采摘黑李，为广大果农的

黑李销售排忧解难！”杨松说。

杨松联系电话：13837762456

8月8日，商水县农村农业局驻邓城镇杨河村扶贫第一书记周文闯和辣椒种植户魏淑芬在采摘辣椒。为让农民增收致富，周文

闯帮助和带领杨河村民发展麦椒套种150多亩，目前，该村种植的朝天椒、草莓椒已经成熟，村民们正在采收销售。 乔连军摄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总体价

格涨多降少。

猪肉价格涨幅趋缓，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53.3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72 %；牛肉零售均价为75.13元/公斤，

较前一周上涨1.69%；羊肉零售均价为

73.71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2.29%。目

前猪肉市场供应依然偏紧，养殖端惜售，

加之台风天气影响生猪南北调运。但受

高肉价抑制作用及高温天气需求淡季影

响，猪价上涨动力减弱，预计近期猪肉价

格涨幅相对有限。

鸡蛋价格略有回调，上周全省鸡蛋零

售均价为 8.05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11%；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8.19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2.19%。鸡蛋价格经过

两周快速上涨后，各环节出货积极，市场

走货加速，供应增加，价格出现小幅回

调。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养殖户补栏

积极性不高，可能导致第三季度蛋鸡存栏

量降低。现阶段蛋鸡维持在夏季生产淡

季，且高温多雨造成鸡舍管理、饲料及运

输成本增加。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在现

有价位小幅波动。

蔬菜价格小幅波动，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5.21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19%。近期高温、台风及降雨天气相

伴，导致蔬菜生长、采摘和运调成本增

加。部分蔬菜受夏季换茬期及品种产地

转换影响，供应相对减少，预计近期蔬菜

价格仍有上涨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继续回升，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8.5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2.04%。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活类水

产运输和销售成本增加，水产品供应相对减

少。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或将持续上行。

水果价格波动上行，上周全省水果零

售均价为10.5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57%。目前水果市场种类繁多，总体价

格平稳，个别品种波动较大。随着气温进

一步升高，水果市场将呈供需两旺态势，

预计近期水果价格仍有上涨的空间。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朱红亚张伟

“从今天开始，11位区监察委员会

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就正式履职了。区

纪委常委会、区监委委务会，向各位特

约监察员表示热烈的祝贺！”8月5日，在

漯河市郾城区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约

监察员聘请会上，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朱文超向来自不同行

业、领域的11名特约监察员颁发聘书，

监察员现场签订履职承诺书，正式履职

上岗。

今年7月，郾城区纪委监委印发《漯

河市郾城区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

办法（试行）》，积极启动第一届特约监察

员选聘工作。区纪委组织部牵头成立临

时考察小组，严把政治关、廉洁关、形象

关、能力关，对全区各单位推荐的人选进

行层层严格考察。最终来自全区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行业领域的11 名优秀代表，当选为第

一届特约监察员。特约监察员将以兼职

形式履行监督、咨询等相关职责。

“特约监察员这个新的身份，对我

来说既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和担当，又是

一种莫大的信任和荣誉。同时，作为医

院负责人，我将发挥行业优势、专业优

势和职业优势，围绕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参谋咨

询作用，当‘参谋员’!”来自医疗战线的

特约监察员围绕如何提升能力，正确履

行特约监察员职责表态发言。

“我们的特约监察员要严格自我要

求、珍惜组织信任、不负群众厚望，利用

专业特长当好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监督员、参谋员、联系员、引导

员’，确保全区纪检监察工作始终沿着规

范、正确的道路行驶。”朱文超说。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李宏伟

如今，台前县清水河乡贫困户张玉

香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2019年，张玉香患上非小细胞肺癌，

住院治疗花费7万余元，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报销5万余元，出院以后长期吃药，每月

花费1000余元，成了村里贫困户。

2020年4月，张玉香开始享受门诊

重特大疾病政策，每月吃药花费，个人

仅需承担200余元，切实减轻了长期治

疗及吃药造成的负担，也因此消除了因

疾病带来的精神焦虑和心理阴影。

“感谢党的医疗扶贫好政策，让俺

有了生活的信心，看到了新希望！”张玉

香高兴得逢人就说。

为切实减轻贫困人口长期吃药负

担，今年以来，台前县全面落实健康扶贫

政策，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将贫困人

口门诊重症慢性病病种扩大到19种，在

2019年增加高血压并发症、糖尿病并发

症和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基础上，又将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纳入农村贫困人口门

诊重症慢性病保障范围，报销不设起付

线，实行定点医疗、限额管理。每月限额

100元，报销比例为65%，其中脱贫攻坚

期内报销比例为85%，切实减轻贫困人

口重症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

同时，台前县深入开展门诊重症慢

性病排查及鉴定工作，重点对534名贫

困人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进行鉴

定，确保及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县医

保局还通过线下摸排、集中鉴定、上门

鉴定、线上鉴定等多种方式，确保对全

县贫困人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

鉴定全覆盖。

24岁少女患癌透支家底 盼好心人伸援手渡难关

蔬菜水果价格
仍有上涨空间
□本报记者杨青

汝南县“最美军嫂”王素

柔肩丹心助国防

商水县 辣椒成熟采摘忙

西峡县汪坟村

60吨黑李成熟遇滞销

漯河市郾城区

11名“特约监察员”履职上岗

“医疗扶贫政策让俺对生活有了信心”

原阳县路寨乡贾三村驻村工作队
抓脱贫促增收 办实事暖人心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8月10日上午，福彩双色球第2020072期大奖得主现身省福彩中心，这

位来自信阳的张先生（化名）是一位资深彩民，尤其偏爱福彩双色球和3D游

戏。据张先生介绍，他刚刚中了一次倍投的3D单选奖，奖金直接用来购买

了一注复式双色球彩票，结果又中了双色球一等奖。“我最近运势太旺了。”

张先生说。

幸运的张先生此次中奖768万元，他表示，购买福利彩票是他多年的习

惯，没想到好运竟然一而再地出现，他将继续购买福利彩票，中不中奖都没

关系了，纯粹是用这种方式回馈社会福利事业。 （豫福）

3D、双色球连续中奖
信阳彩民运势太旺

关于停止销售在销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中
2014~2015年印制的各批次彩票的公告

据《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

综〔2018〕67号）的规定，中国福利彩

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自2020年10

月15日24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

销售在销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中

2014~2015年印制的各批次彩票。

即开型福利彩票批次的识别示例如

图。本次停止销售即开型福利彩票

批次具体范围为：G****-14***，

J****-14***； G****-15***，

J****-15***。属于以上范围彩票的

兑奖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15日

24时。不属于以上范围印制批次的

同名即开型福利彩票产品可继续销

售、兑奖。

特此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2020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