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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庚子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 还有2天

本报讯（记者 李铮）3 月 23 日，省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尹弘出席
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列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在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听取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和下步重
点经济工作建议。会议指出，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切
实增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头脑要更加清

醒，清醒认识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的
风险和挑战，认清国际疫情加速蔓延带
来的输入性风险，以防境外输入为重点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建立同疫
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决
心要更加坚定，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
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发展先进制造业
为主攻方向，持续优化产业、需求、城乡、
动 力 结 构 ，坚 决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不 动
摇。工作要更加主动，充分用好广大干
部群众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形成的强大正
能量，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更加主动地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更
加积极地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最大程度

降低疫情冲击影响。措施要更加有力，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上来，推动企业尽快达产达效，扩大有
效投资，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稳定扩大社
会就业，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重大
国家战略落地见效，坚决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洛阳以开放为
引领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
若干意见》，听取关于加快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筹备情况，指出要抓
住机遇，紧紧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
机遇，全面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要开阔视野，站位国家区域经济发
展全局，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开放的
格局，在国内区域竞争中厚植优势，在新
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选准路子，
坚持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建设区域经济
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重要综
合交通枢纽和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加快构
建洛阳都市圈，形成辐射豫西北、联动晋
东南、支撑中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增
长极。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庚子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筹备情况汇报，审议了《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
意见》，研究了其他事项。③9

□刘婵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日前，河南向卢森堡捐赠首批

超 250 万元的医疗物资，南阳、信阳这两个曾经疫情最吃紧的省

辖市，也分别向法国、英国驰援口罩、防护服等物资，一股股“中

原暖流”，温暖着世界。

患难见真情。还记得在河南疫情防控的艰难时刻，卢森堡

货航积极加入抗疫战斗，对我省提供了真诚而宝贵的支持。爱

只有在交相传递时，才不会冷却下来，面对当前疫情在全球蔓

延的严峻形势，我们当弘扬“知恩图报，善莫大焉”的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发扬黄河儿女刚健有为、大义大爱的精神力量，为应

对疫情全球大流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近年来，河南奋力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全方位高

水平开放，借助“空中丝绸之路”加速与世界接轨，进一步融入

全球经济产业链条。因此，在全力打赢本地疫情阻击战的同

时，积极参与抗疫国际合作，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既是一种责任担当，有利于巩固前期抗疫成果，也有助于凝

聚起团结合作抗击疫情的磅礴伟力，拓宽发展空间，维护共同

利益。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现的今天，人类命运休戚与

共，如何共同驾驶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

美好的彼岸？河南需要、中国需要、世界也需

要更多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充分

涌动起来，在经济全球化大循环中保持活力、

生生不息，这将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厚实支撑，

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1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张庆元 袁永强

“轰轰轰……”半夜时分，楼下传来
低沉的摩托车引擎声。

好不容易合上眼的林玲，“呼”地坐
起身。

“俺家金虎回来了！”林玲顾不上穿
鞋，一口气从三楼冲到一楼，只见一辆摩
托车刚刚驶离。瞬间，她泪流满面。

巡视小区路过这里的老门卫，心疼地
劝道：“闺女，回去吧！不是你家虎子！”

以前，楼下摩托车一响，她总是欢天
喜地下楼迎接丈夫归来。但这次的分别
格外漫长：自立春那天算起，已经一个多
月没见到丈夫了。

金虎平常工作忙，很少回家，感觉现
在跟过去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偶尔造
访的“客人”，无情提醒着她，那个与她青
梅竹马的金虎，已经永远地去了。

金虎，生前任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
道党政办主任。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刻，因劳累过度因公殉职，将年轻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45岁。

46个未接电话
唤不醒劳累的他

2月 4日，恰逢立春。

中午，林玲正在家做饭，突然一阵电
话铃声响起。

“嫂子，我们有急事找虎哥，但他电话
怎么都打不通。他回家没有？是不是电
话忘带了？”电话那头，声音急促而焦灼。

“坏了！虎子出事了！”一种不祥的预
感袭来。林玲扔下炒菜铲子，飞奔出门。

金虎已经三天两夜没回家了！
昨天晚上 10点多，他给林玲打电话

说，卡点事情太多，忙完太晚，就不回家
了。林玲叮嘱丈夫：“别太累了。明天立
春，回来我给你烙春饼。”

林玲骑上电动车就往金虎的办公室
赶。她把电门拧到底，速度加到最大，平
时20分钟的车程，10分钟就到了。

推门，门反锁着。打金虎手机，铃声
在室内响起。“砰砰……”林玲两只拳头
雨点般捶门，仍无反应。情急之下，她用
手机猛砸窗户玻璃。右手被玻璃划破，
鲜血浸湿了衣袖。

玻璃碎了。从窗户望进去，只见金
虎蜷缩在沙发上，身上搭着一条夏凉被，
两只胳膊抱在胸前，一条腿从沙发滑落，
搭在地面上。

金虎的同事们撬开门，120 救护车
也很快赶到。医生检查后确认：金虎已
无生命体征。

林玲一下瘫坐在地，泣不成声。无
论如何她也不愿相信，那个疼她爱她的
人突然之间就离她而去……

3月 21日，记者来到汉冶街道办事
处后院二楼东边的那间办公室。窗户
上，两米多长的文竹蜿蜒着一直盘到房
顶下面。（下转第四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王国生主持 尹弘出席 刘伟列席

丝路涌动“中原暖流”

战“疫”金虎
——追记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党政办主任金虎

大坝锁北汝 高峡出平湖
——写在河南省前坪水库下闸蓄水之际

□高长岭

伏牛巍巍，汝水汤汤。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坪水库大

坝，厚重的闸门缓缓落下，奔腾不息
的北汝河水停下了脚步。

前坪水库正式下闸蓄水！
前坪，北汝河边的一个普通小山

村，从此镌刻在中国水利史上。
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支

流北汝河上，水库大坝在汝阳县城西南

9公里的前坪村一带，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前坪水库工程总投资 44.62 亿
元，总库容 5.84 亿立方米。2015 年
10月 8日开工建设，2016年 11月 27
日开始填筑大坝，2019年 7月 1日主
坝填筑至坝顶。

在北汝河上修建水库，这一构想
始于共和国成立之初。60多年来，历
经多次勘测和筹划，直到进入新时
代，工程终于开工上马，经过四年多

艰苦奋战，如今大坝巍然高耸，水库
下闸蓄水，北汝河从此得以安澜。

大坝上一幅巨大的对联，引人瞩
目：“绘百年民生画卷成伏牛风景，写
千秋水利文章树中原丰碑”。

“前坪水库，是几代人日思夜盼
的重大治淮工程，是共和国过去多年
想办却没有办成的大事，前坪水库完
工投用后，将让北汝河得以安澜，沙
颍河防汛压力骤减，淮河度汛安全更
有保障；（下转第八版）

□李淑丽 荣文翰

39例心脏移植手术、55例国际领
先心脏介入创新技术——经导管主动
脉瓣置换术（TAVR）、三大国际领先
心血管内科技术、15项河南省领先技
术和 30项郑州市创新技术的成功实
施，使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州市七院）成
为国内知名、中部领先的心血管专科
医院。

树专业品牌
做我省心脏医学技术“领跑者”

严谨、好学、向上的医院院风，使
郑州市七院在所属的专科领域开创了
一个又一个先河,缔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引进了一项又一项新技术,实现
了一个又一个心血管急危重症疾病患
者的康复梦想。

2019年，郑州市七院在专业技能
发展上，再传佳绩。

2019年 10月 7日，在中国结构周

2019 暨第三届中国国际结构性心脏
病学会议上，郑州市七院心内科专家
团队接受了一例挑战性 TAVR 直播
手术。术中，郑州市七院心内科专家
团队技术娴熟、配合默契，术中瓣膜
位置释放完美，术后效果理想，赢得
了线上主持及现场国内外专家的一
致好评。

2019 年 11 月 16 日，从国家心血
管病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
委员会、国际微创心胸外科学会、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办的 2019 中国
微创心血管外科大会（cmc2019）上传
来消息，大会公布的 2018 年 1 月—
2019年 8月微创先心纠治手术量（体
外循环）全国医院排名数据显示，郑州

市七院位列第五。
截至目前，郑州市七院在拿到心

脏移植执业资格之后，共完成了 39例
心脏移植手术。2019 年心脏移植手
术量全国排名第七。经过恢复，患者
回归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

截至目前，作为我省第一家开展
TAVR手术的医院，郑州市七院心内
科 专 家 团 队 ，已 经 进 行 了 55 例
TAVR 手术，这些患者来自全国各
地，且术后恢复情况良好。开创了我
省心脏瓣膜诊疗新方式，寻求到了新
途径，开启了新模式，为心脏瓣膜病患
者带去了福音。

据了解，在郑州市七院获得心脏
移植执业资格后完成的 39例心脏移

植患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11岁，最
大的 66岁，随着手术量的增加，社会
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提高，前来做心脏
移植手术的患者已不单单局限于省
内，而是辐射到了省外，他们来自北
京、广东、安徽、江苏、山西、四川等地。

在创新发展的新时期，面对新征
程新使命，郑州市七院以党建为引
领，根据医院特点，推出了“固本强
基抓党建、恪守初心建名院”的党建
工作思路，立足岗位作贡献，服务群
众做表率，用“全心全意为患者健康
服务”的实际行动，增强了全院职工
的参与感、幸福感，增强了群众健康
获得感，推动了医院特色品牌之路
的发展。

“天使之旅”
践行“敬佑生命、大爱无疆”精神

前行中，敢当才是尽责。秉承公立
医院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郑州市七
院多年来利用品牌优势，持之以恒践
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精神，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践
行公益责任，大力开展爱心救助活动。

因对紫面女婴李锦奇（化名）尽心
尽力的治疗，郑州市七院被纳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之旅”医疗团队，
开启了郑州市七院“天使之旅”团队走
向全国为先心病贫困患者进行救治的
新征程。

翻开郑州市七院的“爱心助医”医

疗团队救助花名册，他们已经救助了
3000余位心脏病患者。

在前往“三区三州”的路上，面对随
时可能发生的山体滑坡他们没有停下前
行的脚步、面对海拔5000米的痛苦高原
反应他们没有退却、面对早晚极大的温
差和不适的饮食习惯他们没有却步。

截至 2019年，278名“三区三州”
先心病儿童在郑州市七院获得免费救
治，“天使之旅”走过的地方留下的是
希望、欢笑。

在浩渺无垠的医学海洋，不断开
拓创新才可稳步前行，在新的历史时
期，深谙此理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更加坚定了“强专科，大综合”的发展
思路，在心血管疾病医学领域里，朝气
蓬勃的郑州市七院心血管病专家团
队，学习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歇，作为河
南省心血管疾病领域的后起之秀，他
们守住了初心，实现了梦想，没有辜负
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为心血管疾
病患者开辟一片“心”天地，为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为心血管疾病患者开辟一片“心”天地

3月 23日，天气晴好，古都洛阳春意盎然，各色时令春花掩映下的九洲池显得格
外美丽。近日，全省多家景区已恢复开放，吸引大量游客游玩赏春。⑨6 曾宪平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3月 23日，省
长尹弘调研省级公共文化重点项目建
设，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加快公共文化重点项目规划
建设，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
展示河南厚重、灿烂历史文化，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

走进省美术馆新馆，尹弘详细了解
功能定位、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展品资
源等情况，指出要坚持高水平策划，合理
利用展馆空间，凸显展览、研究、交流等
综合功能，创新展品收集、资源整合机
制，鼓励艺术家、文物收藏爱好者通过捐
赠、共享等形式，丰富藏品内容，充分展
现与河南文化大省相适应的艺术水准和
风范。

尹弘专程来到河南博物院拟选址地
和现址，实地考察新项目选址及规划，仔
细察看现址主展馆加固工程建设及陈展
情况。他叮嘱相关方面要切实提升文物
保护能力，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充分全
面展示厚重河南文化，让文物保护成果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尹弘听取了省级公共文化重点项
目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领会河
南文化发展的时代使命，发挥好河南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做好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篇大文章，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国家
和民族走向繁荣兴盛作出河南贡献。
要抓紧研究谋划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项目，并纳入“十四五”规划，推
动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要加大文化事业改革力度，统筹规
划建设省、市公共文化设施，优化资源
布局，共建共用共享，减少重复投资。
要加强文物征集，策划创作活动，提升
馆藏资源数量质量。要创新建设运营
机制，对一些公共文化设施要放开搞
活，运用市场手段引入社会力量，增强
公共文化设施的吸引力，提升经营活力
和利用效率。

尹弘还对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
院）、省旅游服务中心等项目规划建设运
营提出具体要求。

江凌、戴柏华参加调研。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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