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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邵群峰

4月 8日，在李口镇李大庄西北角碧波荡漾的坑塘边，
近3000只大白鹅有的在水中畅游嬉戏，有的在林中曲项高
歌，构成一幅生动和谐的乡村美景图。鹅群的主人吴成鼎
提着筐，来到专门用来下蛋的鹅棚下，捡拾一天的收获，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5岁的吴成鼎在当地小有名气——一个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不去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却回
老家在一片杨树林和一个大坑塘里养起了鹅。不当白领
当“鹅倌”，乡亲们对此难以理解。

吴成鼎却不以为然，“我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压抑的城
市里，我更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在
农村的田野里。当初读大学选择养禽与禽病防治专业，就
是想着返乡创业，希望能在养殖业方面有所作为。”

尽管吴成鼎不善言辞，但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非常明
确，那就是走自主创业之路，做新型职业农民。

2015年 7月，刚刚毕业的吴成鼎说服父母，果断收购梁

园区一个养殖场的900多只鹅。一年间，他起早贪黑、辛勤劳
作，并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5万元。

小试牛刀，成效初显。2016年，吴成鼎创办睢阳区成
鼎养殖场，并扩大规模，上了2500只鹅苗。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禽流感等原因，吴成
鼎当年亏损约 7万元。遭遇挫折的他并未气馁，心态非常
平和：“也没啥，就当第一年没赚钱，从头再来就是了。”

重新振作的吴成鼎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再次扩大规
模，于去年3月一下引进3000只鹅苗。随后不久，他拿到了
大学生创业无息贷款10万元和大学生创业补贴5000元，并
注册成立“河南省诚鼎农产品有限公司”。有了资金的支
撑，他的干劲更大了，底气更足了。

经过一年的悉心饲养，目前，吴成鼎鹅场的 3000只鹅
已有1000多只在下蛋，每天产蛋约600个。“今年行情不错，
现在每个鹅蛋的收购价达到6元了。”吴成鼎开心地说，“我
家的鹅都是散养的，属于绿色食品，非常受欢迎。”

每年5月，都是吴成鼎育鹅苗的时候。眼下，吴成鼎正
在搭建一个200多平方米的育苗室，他说，随着养殖技术的
日益提高和销售渠道的不断拓宽，原本想在今年进一步扩
大规模，但因资金等问题，还只能按照3000只的规模育苗、

饲养。
看着成群结队自由觅食的大白鹅，吴成鼎对自己的未

来充满希望：“城市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但农村的天地非
常广阔，尤其是生态农业、生态养殖正处于大发展阶段，前
景广阔。作为一名掌握养禽技术的大学生，我相信在这方
面一定大有可为。”

大学生吴成鼎：不当白领返乡当“鹅倌”
文/图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孟 杰）“血糖偏高，怪不得最近
感觉身体跟以前不大一样。”刚做过血糖测试的市民张文法用止
血棒擦拭着指尖的血迹说，“这不，刚才医生给我开了降糖药方
和需要忌口的食物明细。”

这是睢阳区宋城办事处天祥社区义诊活动的一个缩影。日
前，该办事处再次携手市、区计生协，与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开
展健康科普知识宣传及健康体检活动。20余人的医疗团队通过
免费健康体检、专家义诊和讲座的形式，为天祥社区广大居民来
了一场全方位、面对面的健康知识普及，吸引了300多名居民积
极参与。

去年以来，该办事处全力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工作。早
期在天祥社区设立的健康小屋、日间照料中心、健身室等小场地
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去年健康指导 300余人次，日间照料 100余
人，提供饮食服务近200次。

今年，该办事处为进一步号召居民注重健康饮食、健康生
活，先后投资 10多万元，为健康小屋添加专业体检设备，居民
在这里不仅可以锻炼身体、休息和学习，还可以免费进行血压、
心电图等基本指数测量。同时，社区还为每位前来体检的居民建
立健康档案，针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定期邀请专家一对一义
诊。为确保广大居民群众对健康知识有更全面的了解，办事处还
在社区设立健康讲堂，定期邀请医疗专家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教
授养生、慢性病防控等相关知识，辖区居民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明
显提升。

据了解，该办事处近日又在各小区附近设立多条800米“健康
步道”，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

在天祥小区北门，健康步道两端设立的800米提示标牌清晰
可见，步道一侧绿化带内还设有文明与健康知识提示牌，上面清
楚注明“每日一万步”的计算方法以及食物能量和运动量的转换
公式等。

该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设立健康步道，就是为了
引导居民群众养成“日行一万步，吃动二平衡，健康一辈子”的
行为习惯。

针对保障居民健康的一系列举措，该办事处党委书记孟超表
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就是让我们更加
精准地对接和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增
强居民健康获得感。为了加快健康宋城建设，我们将不断创新举
措，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为辖区居民撑起健康‘保护伞’。”

宋城办事处

打造公共卫生“服务圈”
撑起群众健康“保护伞”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以高血压、冠心病、糖
尿病和恶性肿瘤等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逐渐成为威胁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重要因素，慢性病也演变成为最为
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
背景下，近两年，睢阳区按照“十三五”
规划推进“健康睢阳”建设目标要求和国
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目标，将
创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作为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来抓，进一步明确“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
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初步形
成了大众化、立体式、多层面的慢性病综
合管理模式，健康环境日趋优化，健康人
群逐渐扩大，群众健康素养不断提升，慢
性病综合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健康睢阳”建设目标的提出以及对
慢性病综合防控的高度重视，与一组数据
不无关系。调查显示，睢阳区 18岁以上
成人的肥胖率达 12.6%，高血压患病率达
34.8%，糖尿病患病率达 10.3%。不合理膳
食、缺乏运动、吸烟、饮酒是导致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持续高
发的主要原因。慢性病致死已占全部死亡
的85%，医疗负担占70%。慢性病也导致了
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为做好慢性病防控工作，加强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的统一领导，睢
阳区首先健全组织架构，成立了由区长任
组长，主管卫计工作的副区长任副组长，卫
计、教体、发改、财政、食药监、人社、宣传、
总工会及各乡（镇、办事处）等单位主要负
责人为成员的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工作领导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并明确
提出“双职能双职责”工作要求。同时，

组建专业队伍，成立涵盖疾病控制、公共
卫生、临床、妇幼保健、爱国卫生等方面
的示范区建设专家技术指导组，区疾控中
心成立慢性病科、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成立
疾控科、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公共卫
生办公室，各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均指定人员负责慢性病防控。

为了确保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
展，睢阳区完善了各项制度机制，包括建
立例会和工作协调制度，建立信息交流沟
通机制，建立培训和专业指导制度，建立
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督查、通报、约谈制
度等。

“我们始终坚持让群众知晓、让群众
参与、让群众受益的共建共享模式。”睢
阳区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说，该区充分利用
报纸、网络、电视、微信、电子显示屏等
媒介，开设健康知识讲座、设立健康文化
墙、开展各种健康主题日活动等，全方

位、多角度、全渠道广泛宣传慢性病防
治、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让群众随处可
听到、随处可看见、终身受教育，努力营
造浓厚的健康文化氛围。

4月 9日早上，睢阳区文庙路西侧的
蔡河东侧，在健康步道慢跑、快走的市民
来来往往，享受着春日的美景和健身的快
乐。“自从这里有了健康步道，我天天过
来锻炼。”市民刘凤云老人说。

为了进一步推动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全
民自觉行动，睢阳区积极培育和营造可及
性、支持性健康环境，蔡河健康步道只是
其中一个缩影。

近两年，睢阳区不断完善城乡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健康主题场所，为群
众开展健身活动提供便利。2017年打造的

两个健康主题公园中，均设有健康步道、
健康小屋、健康宣传栏等。同时，该区积
极引导全民健身运动全面开展，并大力倡
导绿色出行。自2016年起，在主要居民区、
大型商场、医院、公交站点等处还设立 50
多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投放自行车 1000
余辆，绿色出行方式塑造了绿色风景，绿
色风景带动了绿色生活。

慢性病防控和示范区建设是一个庞大
繁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件需要持续用力
的战略工程。睢阳区采取以点带面的策略
稳步推进，着力培育亮点，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首先选取基础条件较好的地方，精
准用力，全面发力，系统开展了健康单
位、健康社区、健康学校、健康酒店、健
康餐厅、健康食堂以及无烟单位的创建活
动，带动了更广范围的健康环境建设和健
康行为养成。

作为该区慢性病示范区建设创新引领
案例，古宋办事处书苑社区以慢性病示范
区建设为契机，积极创建健康社区，实现
了从脏、乱、差的城中村向健康社区、文
明社区的华丽转身。商丘幼师博睿蓝天幼
儿园则积极创建健康幼儿园，以“健康生
活从娃娃抓起”为理念，积极培育孩子们
的健康生活习惯，在食谱上做到“低盐、
少油、减糖”，并通过“小手拉大手”，把
健康生活观念传递给家长，取得良好成
效。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仅是习近平总
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
是党和国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重大方针。”睢阳区委书记曹月坤表示，
该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2016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以
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继
续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加快建设

“健康睢阳”，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
健康获得感。

睢阳区：全民参与构筑慢性病“防护墙”
文/图 本报记者 邵群峰

▶▶ 政府主导，整合资源强保障

▶▶ 综合防控，全民参与筑健康

本报讯（贾岭山）今年以来，宋集镇围绕环境要新、工业要量、
农业要特、社会要稳、党建要强、民生要实六个方面，补短板强弱
项，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谐美丽新家园。

环境要新。通过对上争取、乡镇自筹等途径，投入100余万元
购买绿化树木，对新修建的40余公里PPP公路按照“一路一树，一
路一景”思路进行高标准的绿化，打造路网景观带。

工业要量。对已入驻镇区的19家企业进行重点扶持，镇领导
班子每人分包两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生产环境，帮其做大做强。

农业要特。以规模、高效为发展方向，依托与药都亳州相邻
的优势，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引导鼓励当地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
药材。目前，在政府的引导下，镇区已有万亩药材方田 1个、千亩
方田8个。

社会要稳。成立21个村民代表议事会和党员代表议事会，建立
镇、村、组三位一体的化解网络，扎好矛盾化解的第一道“篱笆”。

党建要强。投资 80余万元对马店、大邓楼、林河等村室阵地
进行绿化、亮化，改善村级办公条件；加强村与重点企业的交流，
动员在职党员亮明身份、发挥作用，扩大党员影响，提升党建工作
水平。

民生要实。编制今年五大类3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制订计
划表，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为让困难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专门召开民生专题党委会议，整合各方帮扶力量和
各类帮扶资源，着力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就医、就学问题。

宋集镇

着力“六要”
建设宜居宜业新家园

本报讯（陈永丽）今年以来，娄店乡把村级阵地建设作为加强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健全
体制机制、强化服务提升，促进了基层党建工作上台阶。

布局科学化、标准化。娄店乡党委、乡政府把加强村级阵地
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按照方便群众、交通便利的原则科学选址、因
地制宜、整合多方资源，根据现有村室布局和人口规模，先后新建
村级阵地8个、改扩建村级阵地2个，极大地改善了全乡村级活动
场所的面貌，村级阵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一方面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党务
村务公开制度、便民服务制度等，建立了轮流值班制、全天服务
制、卫生包干制，明确值班职责，公开值班人员的联系方式，确保
群众办事方便。另一方面对新建和改扩建的10个村室，做到规范
室内布局、配套办公设施，硬化、绿化、亮化、美化阵地周边环境，
使新的村级服务阵地成为亮点工程、示范工程。

功能完善化、多样化。对新建、改扩建的村级阵地全部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完善功能、强化管理，着力完善村级党组织软硬
件设施，以便民、为民、利民为出发点，保证村级阵地90%以上面积
直接用于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真正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成
为村级党组织开展党群活动、议事决策、便民服务、教育培训、文
娱活动等为一体的综合阵地，夯实基层党建基础。

娄店乡

强化村级阵地建设
促党建工作上台阶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 通讯员 丁宗梅）近日，有媒体刊登
了《疯狂“水晶泥”是否有毒？化学博士、儿科医生都认为不碰
为妙》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学生、儿童人身健康
安全，维护学校周边经营秩序和保障健康良好的学习环境，4月
4日，睢阳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联合睢阳工商分
局，对辖区内的超市、杂货店、文具店等展开清查行动，对涉嫌
含有害物质的“水晶泥”依法进行查封。

“水晶泥”外形似果冻，色彩斑斓，可随意变形，受到很多
小朋友的喜爱。但其原料中“硼砂”的存在给孩子带来了安全隐
患。因其具有毒性，被世界多国禁止在食品中添加，小孩在做手
工过程中，如果接触破损皮肤和误食，可能出现恶心、反胃、呕
吐、腹泻等症状。

据了解，睢阳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干警在对辖区内中小学及
幼儿园周边文具店、玩具店暗访后，发现售卖“水晶泥”的情况
普遍存在，遂向睢阳工商分局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对辖区内文具
店、玩具店进行彻查。

当日，在睢阳区人民检察院的配合下，睢阳工商分局以基层
所为单位对检查任务进行细分，采取分组突击检查的方式，对城
区校园周边的玩具店等进行拉网式检查。执法人员逐一核查销售
者的进货渠道、所售产品标签，一旦发现经营户存在销售“水晶
泥”等相关产品的情况，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处
理。同时，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督促商家严格按照规定把好
进货关，并向各商家宣传有关有毒“水晶泥”玩具及相关产品等
类似玩具的潜在危险性，责令经营户禁止销售对未成年人身安全
存在威胁性的玩具及相关物品，防患于未然。

截至目前，睢阳工商分局出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检查经
营户78家，并对查获的160盒疑似有毒有害的“水晶泥”及硼砂
类产品全部进行下架处理。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强对校园周边
商铺检查力度，一经发现立即依法查处。

睢阳区拉网式排查“水晶泥”

4月3日，东方办事处党员前往商丘市革
命烈士陵园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祭扫英雄先
烈活动。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继承先烈的
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转变作风，扎实工作，
切实把服务为民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李 慧 摄

4月6日，商丘古城城湖东南畔机器轰鸣，几台挖掘机和多辆渣土车在平整湖面驳岸。城湖是商丘古都
城旅游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恢复古城鼎盛时期的8000亩城湖景观，还原古城完整的城、池、郭三位一
体的完美格局，2017年1月26日，城湖清淤扩容工程正式开工。目前，该工程正在全力推进，力争年底全面
完工。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位于文庙路与侯恂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健康主题公园。

筐里盛满了鹅蛋，也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