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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荷 史晓琪

10 月 21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
攻坚二期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处长黄才华
坦言，我省职教攻坚二期工程实施中
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新出台《意见》制定过程中全面“问诊”
制约职教发展的瓶颈，对症下药开出

“精准药方”。

推进品牌示范和特色院校建设

我省先后启动实施了两期职教攻
坚计划。2008~2012 年实施的一期
攻坚工程，基本实现“铺摊子、打基础、
上规模”；2014年以来实施的二期攻
坚工程，则要推动职业教育“上质量、
上水平、上台阶”。

“通过扎实推进，我省职业教育进
入内涵发展阶段。然而，其规模、结构
和质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
新要求。”黄才华说。

《意见》深入剖析了上述问题产生
的根源，对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提出
要求：要持续实施品牌示范专业和特
色专业建设、示范性实训基地建设、

“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信息化建
设等“四项计划”。到2018年，建成一
批高水平的骨干职业院校，重点建设

好10所示范性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
15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100所职业
教育品牌示范院校和 200 所特色院
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专业课教师
的比例达70%以上。

同时，通过整合弱、小、散的中等
职业教育资源优化中职学校布局。到
2018 年，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调整到
500所左右。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中国制造 2025》呼吁职业院校

培养大国工匠，自此，从中央到地方推
动职业教育的步伐加速。校企合作
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部分职业院校校企合作非常深入，但
从面上看，仍存在‘一头热一头冷’的
现象，缺乏激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
政策措施，企业积极性还未充分调
动。”黄才华坦言。

针对这种情况，《意见》提出大力
推进产教、校企深度融合。推动全省
骨干职业院校与规模大、效益好、技术
含量高的产业集聚区紧密对接，与知
名企业深度对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协同育人、实训就业、技术服务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

“《意见》的突破之一就是提出各
级政府要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
成绩突出的企业、院校及个人予以表
彰，对成效显著、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的校企合作项目给予重点扶持。”黄
才华说，省财政、国税、地税、教育等部
门要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允许企业参股办学

资金问题、多元投资办学机制有
待完善的问题，制约着我省职业教育
的改革发展。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重
点措施，如加快推进职业院校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等办学体制改革。提出允
许企业等以土地、资本等要素参股、入
股，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二级学
院）等或独立举办职业院校，并享有相
应权利。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
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业与职
业院校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意
见》要求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结合
当地财力状况，参照省属公办中等职业
学校生均经费拨款办法，制定本地公办
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并于
2018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从2017
年起，全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
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000元。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小朋友，你们设计的这款小花盘
摆饰能不能送给叔叔？”10月20日，在
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小学创客教育成果
展示现场，文莱双溪岭中岭学校校长
黄汉华被小创客们设计的 3D打印作
品深深吸引。

10月 17日至 23日，由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办的 2017年“华文教育·
示范学校和华教机构负责人华夏行”
活动在我省举行，来自 21 个国家的
181位海外华文教育界精英，先后踏
访洛阳、郑州、开封等文化旅游名城，
近距离感受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河南快速发展的现代文明。

一路行一路拍一路记，马来西亚
沙巴崇正中学董事长杨菊明用“震撼”
来表达此行的感受。“很多名胜古迹，
之前只是在课本上、电影中见到过，这
次终于亲眼看到，尤其是少林功夫、龙
门石窟让人很震撼。”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名誉会长帅致
若用“古、中、大、新”来描绘对河南的印
象。帅致若说，“在海外，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了解中国，愿意学汉语。期待让更
多孩子来中国看一看”。

依托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立起
来的华文学校，是传播中华文化的
重要平台。“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活
动，让华教精英们树立‘文化自信’，
加深对祖（籍）国的感情，更好地了
解中国的现状和将来，更好地传播
中华文化。”河南省外侨办工作人员
王鑫说。

我省十分重视教育在对外交流中
的作用。据统计，5年来，我省共派出
国家公派汉语教师 126人次，派出汉
语教师志愿者1334人次，他们在海外
华文学校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华文化，
得到当地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的充分
肯定和欢迎，为深入实施中原文化走
出去战略、提升河南文化软实力作出
了积极贡献。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4
日，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中国图书馆
学会日前公布 2016年全民阅读相关
称号的决定，河南省少儿图书馆荣获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全国共24
家单位获此殊荣。至此，我省已有7家
图书馆荣获“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

此前获此殊荣的图书馆分别为：
河南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图书馆、中原工
学院图书馆、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黄
淮学院图书馆。

省少儿图书馆自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积极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服务，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掀起了“多读
书、读好书、读书好”的全民阅读热潮，
获得各界的广泛赞誉。2014、2015年
度连续两次获得“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称号。

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是全国图书馆界最高荣誉之一，
是对各级各类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
工作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每两年
表彰一次，需连续两次以上获得“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方有资格申报。

据悉，自 2008年以来，全国共有
172家单位荣获“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称号。③5

近距离感受中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海外华文教育精英点赞河南

省少儿图书馆
入选“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我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攻坚二期工程的意见》

企业参股办学 培养大国工匠

10 月 24 日，老人们
在焦作解放区焦西街道
电建社区“12349”居家
养老服务热线老人接待
中心接受服务。进入 10
月份以来，该区在10个社
区开通“12349”居家养
老服务热线，为社区老人
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⑨6 李良贵 摄

到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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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杰，主任
医师，河南省人民
医院疼痛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疼痛
学会常委，中国医
师协会疼痛科医
师分会常委，河南
省疼痛学会主任
委员，全国卫生产

业企业管理协会社会办医学分会常
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神经病理痛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
协会疼痛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
省抗癌协会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
疼痛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
健协会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疼痛康复
分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疼痛学会副
主任委员，担任《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与《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编委。

专家名片

想获取更多动态资讯、前沿技
术、保健科普等新闻信息，可关注河
南省人民医院微信公号（微信号：
HNFYSY1904）；若需其他服务可
拨打“96195”省医24小时综合服务
热线，预约挂号、紧急救援、双向转诊
等服务伴你行。

今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是 2017
“中国镇痛周”。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
疼痛的认识比较片面，认为疼痛只是疾
病的症状，只要疾病治好，疼痛就会消
失。这种错误的认识，让很多患者至今
仍忍受着疼痛的折磨。实际上，急性疼
痛是症状，慢性疼痛则是一种病。下面
我们就从临床常见的“带状疱疹后神经
痛”的病例说起，聊聊关于疼痛的那些
事儿。

78岁的张老太太今年8月份忽然
感觉腰部疼痛，且痛感强烈，用她自己
的话说：“皮肤像被开水烫过一样，火辣
辣的，又感觉像针刺、火烧一般。”而从
表面看皮肤也挺好的，轻轻一摸她就开
始疼痛。到当地医院检查后也未发现
问题，几天后她的腰部皮肤就出现散在

的水泡型皮疹，后来皮疹越来越多，从
腰部脊柱正中向腹部放射一直到肚脐，
且皮肤出现了破损，疼痛难忍，当地医
院诊断为“带状疱疹”。经抗病毒等药
物治疗半个月后，患者的疱疹好了，但
却留下了疼痛的病根，每隔 2—3小时
就会有一阵剧痛发作，以至于张老太太
从早到晚穿衣服，轻轻一碰都会觉得皮
肤出现电击般的疼痛。随后，当地医生
又按照“残留神经痛”对其进行了药物
治疗，仍不见好转。后经亲戚打听，张
老太太来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
通过神经阻滞、抗惊厥类药物、背根神
经节射频脉冲调控术等综合治疗，患者
的疼痛很快得到了控制，并逐渐痊愈，
顺利出院。

这个病例就是“带状疱疹后神经

痛”，虽然带状疱疹皮损已经完全治愈，
但疼痛却遗留了下来，其实这是带状疱
疹病毒破坏了健康的周围神经系统，引
发阵发性疼痛后出现的一种慢性病。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机制尚不清
楚，一般来说，这类病好发于各种免疫
力低下的人群，如老年人，肿瘤患者等，
常以感冒、受凉为诱因。

长期忍痛不但使疾病加重，还会产
生睡眠障碍、情绪障碍、食欲不振，使身
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还会带来一些
心理疾病。因此千万不要忽视了疼痛，
对于疼痛的治疗越早越好。以带状疱
疹后神经痛为例，在刚发疱疹的初期，
除了应用抗病毒药物外，还应该积极及
时进行带状疱疹神经痛治疗，这样可有
效地降低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机

率，减轻病人的痛苦。一旦形成带状疱
疹后神经痛，就要及早住院治疗，及时
给予相应神经区域的神经阻滞治疗。

目前各大医院开设的疼痛科，就是
治疗疼痛的临床科室。相比传统的治
疗方法，“精准、微创”是疼痛科的最大
诊疗特色，利用超声引导进行神经阻
滞、C臂引导、CT引导下椎间盘激光减
压修复、射频热凝治疗等先进技术让治
疗定位更加精准，是目前最新的微创治
疗技术，甚至可以让患者免受“开刀之
痛”。河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要运用
微创技术、神经阻滞、药物治疗及物理治
疗等综合方法治疗多种慢性疼痛性疾
病，如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
经痛、神经损伤后疼痛、中枢性疼痛、幻
肢痛、断肢痛）、颈肩腰腿痛（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骨性关节炎等）、头痛、癌
性疼痛、风湿性疾病、非疼痛性疾病（顽
固性呃逆、急性面神经炎、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等。经过近11年的发展，省医疼
痛科在以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等疾病为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
方面，以及颈、腰椎间盘的微创治疗已经
达到了省级标榜、全国知名的水平。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从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聊聊疼痛的那些事儿
□河南省人民医院 夏令杰

百年省医
名医话健康

助力群众致富奔小康
——来自兰考县供电公司的报告

“电力服务及时暖心，我们致富奔
小康的决心更大了。”10月 17日，兰考
东坝头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握
住该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员的手高
兴地说。当日该公司6名党员服务队
员冒雨为张庄村新建的电子元件加工
厂架设线路。该公司发挥电力先行作
用，助力兰考致富奔小康。

满足地方发展电力需求

兰考地处黄河滩区风沙地带，电网
结构薄弱，户均容低，10千伏线路互联
率低、绝缘化率低。自2016年至2017
年，兰考“两年攻坚战”农配网工程共计
下达 15个批次工程，投资计划达 3.38
亿元，包括新建改造1760个项目，涉及
1706个台区。为做好“惠民工程”，该
公司成立以总经理鲍俊立、党委书记崔

国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按照“月计划
周例会、日通报”开展工作，严控时间节
点，及时整改问题。46支施工突击队
680多名队员连续奋战，新建改造配电
变压器195台，容量46兆伏安，新建改
造10千伏线路480.75公里，新建改造
400伏线路3510公里。兰考县“一乡一
线”的薄弱电网问题得到解决，县城区
及产业聚集区10千伏电网主干互联、
互供率达到100%。

助力群众致富奔小康

“要是习总书记再来兰考，希望
来俺家看看。”家住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的闫春光由衷地说。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来到他家
时，闫春光一家6口年收入不足 7000
元。2014年，依靠政策支持，闫春光建

起蛋鸡养殖大棚，兰考县供电公司架
设专线，为大棚提供充足电源，闫春光
靠养鸡赚了钱，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
带头人。正大食品产业园是兰考县重
要企业，为保证该园区建设用电，兰考
县供电公司 20多名员工连续奋战两
天，为该项目组立电杆 11基，架设 10
千伏线路 460 多米，安装 315 千伏、
500千伏变压器各一台。

兰考从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
业”到建设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园，
从小微企业遍地开花到多家上市公司
落户，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兰

考村民在县内务工达60%以上。助力
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每一项成绩，都有
兰考电力员工的一份功劳。

“焦裕禄”服务队的小目标

两年前，仪封乡老君营村87岁的残

疾老人陈秀真认下了一门“亲戚”——兰
考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党员服务队。此
后，服务队员定期走访老人，解决用电及
生活方面的困难，让老人感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兰考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党
员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服
务活动把孤残弱势群体、留守老人儿童

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树立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据统计，两年来,兰考县供电公司
“焦裕禄”党员服务队和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共为孤寡老人、困难用户义务服
务5200多次，赠送科技致富书籍1200

本，为用户进行技术咨询答复及指导
1260件次，为各类大中用户排除用电
安全隐患210余起，共收到群众送来的
感谢信、锦旗、牌匾130多件。鲜艳的
红马甲将成为兰考一道亮丽的风景。

（兰电）

兰 考 县
供电公司负
责人带队到
一线督导电
网扶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10月 21日至 24
日，第五届全国跨区域（秋季）高校毕
业生巡回招聘会（焦作站）在河南理工
大学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61家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 19836个，吸引了来自
全国的 2 万余名高校毕业生进场求
职，最终有80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招聘会上，除河南省内用人单位
外，京、沪、粤、浙、鲁、皖等省市的396
家用人单位也前来招聘人才。招聘单
位中，上市公司、集团公司和高新技术

企业有近百家，提供的岗位涉及制造
业、互联网、电子商务、贸易、网络游
戏、计算机、通信、出版、文化传播等行
业。

“此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发起，焦作市政府和河南理工大
学联合举办，有20多个省份的用人单
位参会，所有进场的用人单位都经过
人社部门的精挑细选和严格把关。”河
南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桑振平介
绍，活动安排在10月份举办，目的是为
了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提前与用人单
位对接，争取早日找到理想工作。③4

全国高校毕业生扎堆焦作求职养老服务

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