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风采展示（之二）

□本报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吴怡君文/图

赵虎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今年已是第17

个年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已经荣升

教授多年的赵虎工作中仍然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时刻起模范带头作用，一切以

病人为中心。近5年来，他每年诊治病

人数千人次，参与手术近500台，其中半

数以上为难度三、四级手术。

赵虎教授于2015年11月受省委组

织部委派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

心医院妇科进行对口支援工作3个月。

在援疆期间，他参加门诊诊疗150余次，

指导当地医生开展包括巨大子宫切除、

广泛性子宫切除等腹腔镜四级手术在内

的各类手术30余台，完成了哈密市中心

医院首例腹腔镜下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

扫术，填补了当地、该院该项技术领域的

空白。

哈密地处新疆地区最东部，距离最

近的大城市乌鲁木齐有近600公里的距

离，当地患者转诊极不方便。当地一位

子宫腺肌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出院时，曾

紧紧拉着赵虎教授的手，感激地说自己

真是幸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省级专

家的医疗服务，并为他送上自己精心制

作的锦旗。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赵虎教

授近3个月的细致指导下，哈密市中心

医院妇科的医护人员已基本能够独立完

成腹腔镜下子宫全切、子宫肌瘤剔除等

常规三级手术，掌握了宫颈癌、子宫内膜

癌、卵巢肿瘤、子宫肌瘤等常见疾病的诊

治规范。因为所做的巨大贡献，赵虎教

授受到了当地患者的高度好评和欢迎，

也得到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当地

医院领导的认可和表扬。“我把爱奉献给

了边疆，边疆人民也把热情给了我。”聊

起援疆工作，赵虎教授感慨，“会想念远

方的家人，但只要边疆人民需要我，我就

欣然前往。”

学无止境业无穷，赵虎从未停止过

学习的脚步。宫颈癌根治术是治疗早期

宫颈癌的主要手段，传统的宫颈癌根治

术不仅要切除患者子宫，还要贴近盆壁

切除子宫骶主韧带。这些韧带内密布

的盆腔自主神经连接着重要器官，采用

传统手术方式切断这些神经，极易引起

可能伴随患者终身的身体功能障碍及

并发症。近年来国内外最新研究应用

起来的一种手术方式——宫颈癌根治

术（SNRH），既达到了传统根治术要求

的切除范围，保证了根治疗效，又保留

了患者盆腔的自主神经，减少对其身

体重要器官的损伤，从而极大程度地

改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带来

巨大好处的同时，也是对医生极大的挑

战。为顺利开展此项手术，赵虎专程到

素有“盆腔解剖黄埔军校”之称的南方医

科大学学习盆腔神经解剖。经过刻苦学

习，反复摸索练习，他临床顺利完成了数

例宫颈癌根治术（SNRH）操作，患者术

后恢复良好，使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宫颈癌手术水平再上新台阶，成为目前

国内能开展此项手术的极少数医院之

一。

妇科一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

擅长领域：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剖宫产瘢

痕部位妊娠、盆腔脏器脱垂等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尤其擅长保留盆腔自主

神经及保留生育功能的宫颈癌根治术。

坐诊时间：周二下午、周四上午

女性朋友到妇产科问诊，看到男医生，总是条件反射地想要回避。然而，也有情况截然不同的时候：许多女性朋

友为看他们的门诊，甘愿排长队等候；有的病人到其他医院就诊后不放心，特意来挂他们的号，求个权威说法。

在以“老妇产科医院”著称的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有这样一位男性妇科医生，他俨然是患者心中的“妇女

之友”，被患者亲切地称为女性健康的“守护神”。他，就是该院妇产科副主任、妇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赵虎。

“只要需要，我就去”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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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

时下，正是烟叶大田初期管理的关

键时期，卢氏县东明镇峰云村村支书、

村主任董建国一边在烟田里忙着中耕，

一边思考谋划着近期本村大喇叭“农广

天地”栏目的播讲内容。一番思考后，

他心中对播讲内容有了谱儿。

董建国既是村支书、村委主任，也

是烟叶种植大户和种烟科技户，种植效

益连年力拔全镇头筹。5月27日，经过

充分准备，董建国的烟田初期管理“三

宝”专题讲座，在村大喇叭如期开播。

“中耕要勤、要深。鉴于全村户户

都配备有中耕机的便利条件，请大家务

必把烟田中耕两遍以上，中耕的深度要

保持在烟草公司指导的标准以内，在破

除土壤板结、清除烟田杂草的同时，确

保烟田土壤疏松、保墒固水。这是烟田

初期管理的第一宝。”

“防病要早、要巧。这几年，咱村烟

叶生产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收益，关

键一条是做好了烟叶病虫害的统防统

治工作。根据烟草部门烟叶病虫害预

测预报，今年咱村的烟叶应重点预防病

毒病、烟蚜等，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及早

释放蚜茧蜂、蠋蝽，布控杀虫灯、性诱

器，种植向日葵构筑防护带，保障烟区

生态安全，提高烟叶绿色化防治水平。

这是烟田初期管理的第二宝。”

“偏管小苗、弱苗。鉴于烟苗生长

不一致情况，要多浇偏心水，多施偏心

肥，促进小苗弱苗早发快长，确保整块

烟田烟苗生长一致。这是烟田初期管

理的第三宝。”

“烟田初期管理‘三宝’，是我这几年

在种烟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好方法。大

家一直羡慕我种烟效益高，经常向我讨

教诀窍或妙招，我现在可以毫不保留地

对大家说，这就是诀窍，这就是妙招！”

董建国的播讲在峰云村引起了巨

大反响，烟田初期管理“三宝”迅速传遍

了峰云村的九岭十洼，一个学习技术、

传播技术、应用技术的高潮迅速在当地

掀起。

“种了十几年烟叶，俺也知道这些

道道，但经过董支书一引导，觉得还真

是这么个理。俺一定要把这些弯弯道

道落实到生产管理当中，像支书一样有

个高收益。”烟农杨永泰说。（叶新波）

董支书的
烟田初期管理“三宝”

5月30日，渑池县天池镇桐树沟村烟

农在使用中耕机除草，以调节土壤通透性，

消除杂草，为烟叶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条

件。 徐鑫摄

“这绿色防控新技术不得了，省工省

时还省钱，真是帮了俺们的大忙了。”5月

25日，在内乡县余关镇王沟村李保同的

烟田里，烟站站长孙海芳正在给他演示

如何投放蚜茧蜂，李保同一边认真学习，

一边对蚜茧蜂防治烟叶病害技术竖起大

拇指。

“注意！要把这个黄色的小盒子放

在第三片烟叶和第四片烟叶之间，避免

太阳直射，24小时内盒子里面的僵蚜羽

化成蚜茧蜂后，就开始消灭蚜虫了。”站

长孙海芳反复叮嘱李保同掌握好技术

要点。

“站长带头手把手教，蚜茧蜂绿色防

控技术俺算彻底学会了。”李保同介绍说，

他家今年种的85亩烟叶全部采用蚜茧蜂

绿色防控技术，每亩可节约成本90元，预

期增收100元。

据了解，蚜虫又名腻虫，是自然界繁

殖较快的有害昆虫之一，它们通过用针状

刺吸口器吸食植株的汁液，使细胞受到破

坏，造成植物生长发育受阻。蚜虫是传播

病毒病和煤污病的主要媒介，必须及早、

连续、彻底防治。对烟叶危害最大的蚜虫

称为烟蚜，又称桃蚜，为害果蔬和烟叶，防

治难度大，且费工费时，烟农、果农、菜农

对其都深恶痛绝。

“蚜茧蜂是烟蚜的优势寄生性天敌，

它将卵产于蚜虫体内取食其汁液，使蚜虫

逐渐僵化死亡，而寄生的茧蜂卵则通过吸

收蚜虫身体内的营养而发育生长，最终羽

化为成蜂，成蜂继而寻找更多的蚜虫并在

其体内产卵，如此循环，杀死更多的蚜

虫。除了烟蚜，蚜茧蜂还对多种蚜虫具有

良好的防控效果。”南阳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烟叶技术中心李倩博士介绍说，以“防

灾减损、提质增效、保障安全”为目标，以

病虫害预测预报为依据，大力推广应用蚜

茧蜂防治蚜虫技术，既帮助烟农节约了生

产成本，又进一步提高了烟叶品质和市场

竞争力。

“这小盒子神奇得很！去年我就是用

了这项技术，才几天时间烟田里一条腻虫

（蚜虫）也没找到。”提起绿色蚜虫防治技

术，内乡县余关镇王沟村烟农王国党打心

眼里高兴。今年，他主动找到当地专业合

作社和烟站的技术人员，要求自己的烟田

全部使用该技术防治蚜虫。

近年来，南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探

索“地方部门主导、烟草公司帮扶、合作社

组织、烟农参与”的模式，明确责任和补贴

标准，开展蚜虫虫情动态监测预警与分析

研判，精准计算蚜茧蜂投放时间，深入田

间地头加强示范传导、培训传导，为烟农

和合作社提供全方位服务，全市烟田绿色

防控工作效果十分显著。

截至目前，南阳市8个植烟县（市）基

本烟田核心放蜂面积达到5.5万亩，辐射

面积8万多亩，受益烟农2000多户，基本

实现蚜茧蜂绿色防控全覆盖，真正用绿

色防控技术护好了当地烟农的“钱袋

子”。 （李倩白晶晶文/图）

5月24~25日，商丘市烟草安全

技能大比武在睢县豫烟物流公司紧张

而有序地展开，来自全市10个县级烟

草专卖局(分公司)的40名参赛队员个

个蓄势待发。

本次安全技能大比武采取“理

论+实操”的方式开展，围绕理论知识

测试、消防技能手指口述、消防四项

常备训练科目以及触电事故紧急救

援等七项综合项目开展，全方位、多

层次测试职工在生产工作中对于安

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各参赛队员以饱满的热情、高昂

的斗志赛出了成绩，赛出了作风，充分

展现了全省商业系统安全管理队伍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训练效果。

此次技能大比武，不仅检验了各

单位的训练成果，也为参赛队伍提供

了切磋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实现了

理论、体能、技能水平的整体提升，营

造了“比、学、赶、帮、超”的良性竞争氛

围。 （赵国栋）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辉历史、优

良传统，5月29日，柘城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在该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

行“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文化活

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

当日晚7时，一曲气势磅礴、旋律

激昂的集体舞《黄河颂》拉开了演出的

序幕。整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既有百

姓熟悉的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沂蒙颂》，还有家乡味十足的

豫剧选段《朝阳沟》《河南人》。建党百

年视频宣传短片带领观众一起重温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血与火中发展壮

大的光辉历程，演出中穿插的党史知

识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的

青少年参与，小朋友们对党史国情的

了解程度，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文化广场活动是繁荣群众文化生

活的重要阵地，本次活动以大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文艺

演出相结合，既宣传了党的光辉历史、

优良传统，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文化大餐，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 （牛靖华）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

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

奔向前方……”6月1日，许昌市烟草专

卖局（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分拣车

间传出饱含深情的歌声，这是正在进行

的“党史大家谈”座谈会的开场曲。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红色精神永

垂不朽。近年来，该局（公司）卷烟物

流配送中心运用班前预备会、班后总

结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了讲入党故事、

唱红歌等多种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

聚前行力量，推动广大员工不断从党

史学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发扬工匠

精神，助力企业发展。

“自2005年物流中心成立，我就

在这里工作，从送货员到保管员再到

仓库主任，一路走来，有艰辛、有汗水，

更多的是责任。”该中心仓库主任丁运

杰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将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奋斗精

神，这也是推进许烟物流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之钙。

“作为一名烟草人、一名老同志，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很

荣幸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发展对象。”

该中心职工杜建全信心满满地说，自

己将继续埋头苦干，为鲜红的党旗增

光添彩。 （王楠）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梁
明）墒情充足天晴好，烟苗移栽正当

时。日前，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举办“我为烟农办实事”主题党日活

动，机关第一、六、十、十一支部近30

名党员赴洛宁县底张乡底张村帮助

烟农移栽烟苗，并到红色教育基地和

乡村振兴示范村参观学习。

移栽现场，烈日当空，身穿红马甲

的机关党员们顶着高温，撸起袖子、弯

下腰板、挽起裤腿，在烟田里忙活起来，

打穴、放苗、浇水、撒饵、封土，分工合

作、齐心协力，干得热火朝天。本着既

要速度更要质量和“我移栽我负责”的

态度，四个小组展开劳动竞赛。劲风吹

过，鲜红的党旗成为田野上最亮丽的风

景。

移栽活动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底

张乡李翔梧纪念馆和草庙岭村，现场

追寻革命先烈的成长印记，重温党

史，感悟初心，又深入体验党领导下

农村发展的新变化、新成就，激发自

信心和自豪感。大家认为，这次活动

加深了党群关系，接地气、有实效，真

正实现了教育党员、激发担当的作

用。

“那张小小的奥特曼面具之下，

不仅隐藏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脸，而且

包裹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愿你如

奥特曼一样坚强勇敢，加油！”……连

日来，镇平县老庄镇11岁男孩时君宇

因烧伤戴奥特曼面具卖樱桃的事迹

感动着无数网友。5月27日，镇平县

烟草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伸出援助之

手，慰问捐款献爱心，鼓励自强不息

的小君宇。

据悉，2012年2月，年仅两岁的

小君宇被困燃烧的秸秆空地，导致全

身41%深Ⅲ度烧伤。据医生介绍，小

君宇需要做无数次的植皮手术，等到

18岁以后还要做修复。

“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让

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得知小君

宇的情况后，在镇平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的爱心捐献现场，你 200

元、我 300元……镇平县烟草专卖

局（分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自

发捐款两万余元，表达对小君宇的

无限关怀之情。该局（分公司）党

组书记、局长詹军联合南阳市烟草

专卖局计划科党支部来到小君宇

的家里，给他送来了篮球、衣服和

学习用品等，鼓励他坚定治疗信

心，勇敢面对生活，勤奋读书，努力

争取更好的未来。

（刘理政杨博李兆中）

以比促学练本领 提高素质创一流
商丘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草安全技能大比武

文艺演出群众乐 党史教育落实处
柘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举办广场文化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许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储配车间奏响党史学习“进行曲”

情系烟农办实事 党日活动党味浓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举办“我为烟农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缕缕深情暖君宇
镇平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情系“奥特曼男孩”

烟田“飞”来蚜茧蜂
绿色防控烟叶病害 护好烟农的“钱袋子”

5月25日，南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

叶技术中心李倩博士在内乡县余关镇指导

烟蚜茧蜂投放技术并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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