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工商
局示范区分局按照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文明经营活动要
求，结合自身实际，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开创性地开展
了文明经营活动，并取得明显
成效。该分局局长刘霞表示，

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
传教育，坚持典型示范引导，
充分发挥工商职能，持续抓好
文明诚信经营活动，建立长效
机制，加强督导检查，推动文
明经营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通讯员 梁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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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现在正是黄金梨
的收获季节，我这里的15万斤黄
金梨销售并不理想，你看，有的
都开始腐烂了。”9月27日，在虞
城县大侯乡聂庄村精准扶贫基
地，负责人张冬梅对记者说。

聂庄村的这个黄金梨种植扶
贫基地，占地 700多亩，集中连
片种植黄金梨。发展过程中乡政
府、村委会给予了大力扶持，经
过多年培育，现在硕果满枝。

据悉，黄金梨是梨子家族中

比较好的品种，果实的外表色泽
黄亮，果体光滑浑圆，单果重在
半斤左右。黄金梨的果肉为乳白
色，吃起来爽脆、甘甜、汁多化
渣。今年因为没有提前拿到订
单，造成销售不畅。

“我们的梨批发到上海，超
市卖到10元一斤。我们市场零售
卖 3元钱一斤，量大的话可以 2
元钱一斤。”张冬梅说，为了方
便顾客携带或送礼，她还订做了
精美的包装盒，特别适合带着走

亲串友。
记者看到，在梨园里干活的

村民正在装箱，准备外运。据
悉，这个梨园基本不使用农药，
用的肥料也是以畜禽有机粪肥为
主，生物菌肥为辅，不施用化
肥。加上每个梨子都套上了纸
袋，这些措施保证了果子品质。

需要购买的读者可以直接到
梨园，也可以拨打 18637082888
联系黄金梨种植扶贫基地。

晚报首席记者 鲁 超

本报讯 中小学新学期开学
以来，虞城县人民检察院未检干
警在繁忙的办案之余，集中对乡
镇中小学校开展了“金秋第一
课”系列法治宣传活动，先后赴
界沟一中、营廓一中、杜集二中、
店集一中、谷熟初级中学 5所学
校开展送法活动。活动采取讲
座、展板展示、现场互动等多种
形式，受教育人数 3500余人，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虞城县检察院未检科科
长吴艳美介绍，每到一所学
校，他们都会为同学们送上
《新学期检察官寄语》，从校园
暴力的形式和应对、慧眼识别

电信网络诈骗、如何远离性侵
害以及加强自身人身安全和财
物安全等方面，教给大家自我
保护的安全锦囊。同时，通过
讲座，结合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向同学们讲解了青少年
应该了解的法律常识，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在活动中，未检干警通过
现场互动、有奖抢答等形式调
动同学们的积极性，让同学们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法律
这个严肃的问题，便于记忆和
接受，增强了授课的效果。

晚报首席记者 郭跃旗——听我们讲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故事（76）

用自己的付出换病人痊愈 值得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民警
应急处突意识，增强快速反应
能力，近日，市公安局建设分
局高铁防暴大队根据上级指
示，积极参加应急演练活动。

据悉，商丘市高铁站每日
客流量在6000至8000人，在节
假日客流高峰期可达到 1.2 万

人。商丘市高铁防暴大队为进
一步加强高铁站安全防范控制
工作，积极主动预防和减少各
类案件、事故的发生，切实提
高高铁站反恐处突和快速反应
能力，确保辖区社会政治、治
安大局持续平稳。

本报记者 梁晓晨

朋友，你能一次坐 12个小时
吗？你被病人在科室大吵大闹过
吗？其实，这些都是医院血液净化
中心的护士们亲身经历的。看到
这些，您将会对“白衣天使”这份
工作有更深的理解。

王峥嵘告诉记者，来到透析
室的几乎都是尿毒症患者，忽然
得了如此麻烦的病，许多病人根
本不能接受，也不愿意面对。“我
们的患者里有十八九岁的小姑
娘，也有30多岁的家中顶梁柱，还
有的是领导、老板，很多病人得知
自己的病情后，开始变得烦躁不
讲道理。曾经有一个患者只要一
躺在病床上就出言不逊，甚至见
谁嚷谁。我们每天面对的一边是
需要诊治的病人,一边是我们的工
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耐心
劝导，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买上礼
物到病人家里走访。”王峥嵘说。

让王峥嵘印象最深刻的是去
年的一天。正在准备上班的她忽
然接到护工打来的电话，说有一
个患者在科室大吵大闹。“当我听
说这个情况，立即赶往医院，看到
这个不知何因愤怒的患者，面带
笑容，问他为啥这样，是不是我们
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后来这位

患者说，早上来医院之前和妻子
因为费用问题吵了一架，憋了一
肚子气，他医疗费用不足时,我们
催他交款了，所以要找我们算账，
发泄。”说起这段故事的时候，王
峥嵘坦然了许多，现在这个病人
和护士们已经成了朋友，关系也
十分融洽。

当然，这个科室也不缺积极
向上的感人故事，让王峥嵘和同
事们伸出大拇指的，是市区的一
位姓马的年轻妈妈。10年前她不
幸患上尿毒症。当时她才20多岁，
孩子刚刚两岁。虽然得了病，但她
心态十分平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治疗也十分规范。10年过去了，她
的生活依然十分平静，每天上班
下班、接送孩子、做家务，除了要
透析之外，她和正常人没有任何
区别。王峥嵘说，从这个患者身
上，她感受到了“暖患”带给大家
的能量，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像
她一样，任何时候都要以平常心
对待每一天。

可能有人会说，透析就像挂
吊针一样，护士把仪器连接上就
可以休息一会了。为此，王峥嵘带
领记者来到病房，只见病人们安
静地躺在床上接受治疗，护士却

一直在忙个不停。“我们科室一共
有 9个护士，每个人要看护 5个病
人。透析时血液一分钟循环200多
毫升，如果针管滑脱，瞬间血液喷
溅，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患者的身
体容易发生异常，比如休克、抽
搐，还有的大便失禁，所以护士要
一直守在患者身边，一分钟也不
能离开。

护士王雪娇已经怀孕快 8个
月了，上个月她看护的病人突然
抽搐，牙关紧咬，王雪娇担心病人
咬到舌头，她立刻扑上去把病人
的嘴掰开，病人无大碍，但她的手
指被咬得鲜血淋淋。”

王峥嵘说，更辛苦的是到其
他科室为重症患者做床旁透析，
比如多脏器衰竭、农药中毒的患
者，透析最少要12个小时，有的会
持续 24个小时、36个小时，甚至
48个小时，值班护士要一直盯着
仪器，每12个小时换一次班。

“一次坐那么长时间，很多护
士都说，从仪器前站起来的时候
窝得肚子疼。但既然选择了这一
行，我们就无怨无悔，用自己的付
出，换来大家的身体健康，值得！”
王峥嵘说。

晚报记者 戚丹青

错峰出行 避开高峰时段

国庆节将至，市民走亲访
友、驾车出游等活动增多，商丘
辖区高速公路也将迎来交通出行
高峰。国庆节期间，商丘市范围
内高速公路车流预计集中在 9月
30日晚6时至9时、10月1日8时
至 10时、14时至 16时；节后返
程车流预计集中在 10月 7日、8
日，16时、18时为返程高峰。

提前绕行 避开易堵站点

实行免费通行后，高速公路
将迎来大流量，剐蹭、追尾等事
故将明显增加，连霍高速商丘
站、商丘梁园站、夏邑站、宁陵
站等部分站点在上述时间可能出
现拥堵，目前高速交警已制订了
相应预案，实施客货车分道行驶
措施，专设了客车通道。避开高
峰时段和易堵路段，错峰出行更
顺畅。

商丘高铁防暴大队

积极参加应急演练 切实提高处突能力

花团锦簇迎国庆
花团锦簇迎国庆，欢歌笑语赞盛世。昨日上午，记者在商丘火

车站广场看到，色彩斑斓、错落有致的鲜花把火车站广场装扮一
新。记者从火车站广场管理处获悉，本次摆放的鲜花有2万多盆、
10多个品种。漂亮的景观吸引了不少出行旅客的目光，纷纷在花坛
前合影留念。 晚报记者 贾晶晶 摄

没提前拿到订单 这15万斤黄金梨滞销了

有拥堵 有封闭 走高速先看看这里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了解到，今年国庆节高速

公路将继续实行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时间为10月1日零时至10月8日24时，
以旅游为主的自驾车出行和客运流量将大幅攀升。预计商丘市境内7条（连霍、济广、
永登、商周、济祁、商登、郑民）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将会大幅度增加。为全力做好2017
年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保工作，市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向社会公布了节日期间辖区道
路危险路段和交通安全重点事项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
线，错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易堵点提醒 1：受商丘市平
原南路升级改造车流不畅的影
响，连霍高速公路商丘站上下站
易发生拥堵，请司机朋友注意路
况，避开拥堵绕行。

易堵点提醒 2：商周高速公
路商丘梁园站因货运车辆下站
较多，易造成车流不畅而导致车
辆拥堵状况，请货车司机朋友注
意路况耐心排队等候，或选择其
他收费站下高速公路。

封闭施工提醒：连霍高速公
路商丘段362公里+700米至374
公里处北幅（连云港—郑州方
向），京九铁路跨连霍高速公路
立交桥全封闭施工，南半幅正常
通行，自东向西的车辆请提前绕
行济广高速公路转商周高速公
路回到连霍高速公路向西。

货运车辆绕行提醒：连霍高
速公路商丘睢阳站、商丘站大中

型货运车辆禁止下站，货运车辆
请注意绕行或在商周高速公路
商丘梁园站、济广高速商丘新区
北站下站。在环商丘市周边高速
公路 6个收费站中，这样通行更
顺畅。

高峰时段，小车司机朋友可
以选在商丘新区南站或商丘睢
阳站、商丘新区北站上下站口，
错峰出行；去登封旅游或新郑机
场的司机朋友，可以走连霍高速
转商登高速、或在商登高速机场
收费站上高速走商登高速公路
更快捷；去菏泽方向的司机朋友
最好在商丘新区北站、商丘新区
南站上高速，避开最易拥堵的连
霍高速商丘站。此外，高速交警
提醒，去新郑机场的司机朋友，
可以走郑民高速公路更快捷
了。

晚报记者 吴海良

商丘高速交警提示

虞城县检察院

集中开展“金秋第一课”法治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