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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广 角广 角

民生 服 务服 务

民生 速 递速 递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近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
局获悉，为有效解决马路市场、游走商贩、占道经营等
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市城市管理局采取三项措
施，快速推进“三场”（农贸市场、特色小吃市场和停
车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三场”建设是解决城市经营秩序混乱的有效途
径，为此，我市下大力气取缔了马路市场、整治了店外
经营、占道经营等城市“顽疾”，同时，采取措施，强
力推进“三场”建设。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区成立“三场”建设项目
和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细化具体措
施，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工作扎实推进。市城
市管理局相关部门履行职责，切实做好组织协调、指导
服务、督促落实和综合评价等工作。

建章立制，全面推动。制订了《商丘市城市市容环
境卫生考核办法（暂行）》《关于开展商丘市城区早夜
市及出店占道经营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等，健
全“三场”建设的各项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提升管理
水平。充分利用数字化城管工作平台、“六城”创建联
席会议，督导三区加大对流动商贩的管理力度。农贸市
场建成后，坚决清理周边的马路市场，采取免收、减收
摊位费的优惠政策，吸引商贩入场经营。同时，市政府
每年拿出500万元奖励资金，鼓励、吸纳社会资本参与

“三场”建设。
大力宣传，营造氛围。相关部门深入各个街道进行

宣传，在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广泛宣传“三场”建设和
整治工作的意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市中心城区共完成“三场”建设项目 27
个，其中建设农贸市场和特色小吃市场 15个，建筑总
面积约 109464平方米，总投资约 7002万元，停车场共
建 12个。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不见了，街面秩序井然
了，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称赞。

市城市管理局

采取三项措施 推进“三场”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高考临近，考生和家长们
在准备最后冲刺的同时也应注意搜集相关信息。昨日,
记者从市招办获悉，考生尤其是家长应关注以下信息。

一是高校招生章程将陆续公布。根据教育部规定，
高校都要制订本校的招生章程，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后，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布。目前，
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高校招生章程
已经公布，其他高校 2018年招生章程也将陆续发布。

招生章程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信息、招生办法最重
要的途径之一。请考生和家长仔细阅读有意报考高校的
招生章程。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咨询高校招办。

二是保送生名单已经公示。2018年保送生资格名
单已经公示，其他类型的名单公示也将陆续开始。考生
和家长可以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查看相关
信息。

三是提前熟悉省志愿填报政策。“不仅要考得好，
更要报得好！”高考志愿填报的每个小细节都可能会影
响录取结果，因此它成为困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难题。
考生家长可以提前了解本省填报志愿政策，早知道、早
准备。据悉，为帮助考生家长科学、合理填报高考志
愿，省、市招办高考信息平台将继续推出高考填报志愿
指南专题，希望能助考生一臂之力。

另外，考生也可以使用高校往年录取分数查询系统
（估分选大学），了解高校及具体专业近3年的录取分数
及走势图，为将来合理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市招办提醒

高考临近 考生请注意这些信息

近 日 ， 博 爱 志
愿者联合会青年志
愿者在市青年志愿
者公园开展义诊活
动。义诊现场，青
年志愿者们为市民
听 诊 、 量 血 压 等 ，
同时，还发放健康
宣传手册，充分展
现了当代青年志愿
者的风采。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
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颗
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你的岗位……”

这是雷锋日记里的一段话，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
样的岗位都要发挥最大的潜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商丘
市第四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兼肿瘤科主任张凤仙正是这
样一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了 30余载、奉献了 30余载
的最美医生。

肿瘤专家、中华医学会会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
河南省肿瘤专业委员、省肿瘤化疗专业委员、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市科技专家、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医疗
事故鉴定专家……张凤仙的头衔非常多，但她是那种把
工作当成人生最大追求的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
一直保持着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近日，张凤仙被推荐为睢阳区第二
届道德模范候选人。

在多年的医疗工作中，张凤仙以娴熟过硬的技术，
履行“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
的使命作为自己的天职，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无私奉
献。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忠于职守，取得了显著成
绩，深得病人、家属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张凤仙在业务技术上认真钻研，曾先后在国家级、
省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张凤仙经常受邀参加国内、省内学习交
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研能力，能准确、及时、
高效地诊治各种普内科疾病及疑难杂症，对危重病人
的抢救成功率高，经她治愈的肿瘤患者，最长的已生存
27年。

张凤仙不断超越自我，在业务上不断引进新成果，
开展新技术项目，她主持完成了“化疗并中药健脾理气
治疗原发性肝癌临床研究”“颈动脉加压注射NDB系列
药物治疗脑血栓”等多项专业研究；2009年以来开展了

“胸腹腔置管引流治疗胸腹水”“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
新技术，“中心静脉导管胸腹腔穿刺置管引流”新技
术，填补了睢阳区医学专业研究上的空白；2012年开展
了“经皮各种深部肿瘤穿刺活检术”“CT引导下肿瘤射
频及微波消融术”，最大程度解决了肿瘤患者的病痛。
日前，她又同河南大学一附院联合开展了肿瘤的“生物
免疫治疗”新技术，打开了我市肿瘤治疗领域的新局
面。

作为一名科室主任，她坚持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
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30多年来总是提前进入病房查
房，她所带领的市第四人民医院肿瘤科曾在全省第五届
肿瘤大会上获得“有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称号；2017
年11月，市第四人民医院肿瘤科被省评为肿瘤重点专科
项目，争取到奖励项目资金 200万元。张凤仙本人也先

后获得商丘市“五一劳动奖章”“市百名优秀医生”“十
佳医务工作者”“市三八红旗手”“市优秀中年科技专
家”“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多
项荣誉称号。

在同事的眼中，张凤仙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不论
酷暑严冬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有急重病人，一个电话，
就随时加入到抢救的队伍中，迄今为止经她治疗和抢救
的患者已数不胜数。不仅如此，多年来张凤仙还坚持下
乡义诊，免费给群众体检，指导传播健康知识，再苦再
累从无怨言，受到患者的夸赞，经常收到感谢信、感谢
匾及锦旗，并多次被媒体宣传报道。

张凤仙今年已经 61岁，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
但她仍然坚守在医疗第一线。她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妻子和妈妈，但我是一个合格的医生，这么多年，我几乎
把全部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医疗事业中，为病人解危
急，挽救生命，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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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惠民卡会员可免费走进天池山、黛眉山、内乡
宝天曼、燕子山、黄河丹峡、南海禅寺、开封鼓楼等九景
区，欣赏奇山异水，俏丽风光。
黛眉山：天路奇观 云顶花园

景区内有云顶花园、高山草甸、地质画廊、黛眉庙等
众多知名景点，是中国境内唯一被黄河三面环绕的世界地
质公园，名副其实的大山大水完美结合的杰出典范。黛眉
山原始生态旅游风景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山水经典不可
复制，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地质名山、文化名山、历史名
山、生态名山。“黛眉奇景甲天下，应叹桃源小洞天”。
2014年9月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
天池山：峡谷深涧 水清如滤

天池山森林的覆盖率达 98.7%，主峰王莽寨海拔 1800
多米。景区内山间层峦叠嶂，绿荫如盖，石洁如洗，水清
如滤，有天池、玉女溪、二郎沟等景区，以飞来石、石
鹰、青石峡、群乳峰、玉兔峰为代表的险峰奇石景点。这
里的水文景观、森林景观、气象景观和奇石景观各具特
色，引人入胜，是休闲游、健康游的理想胜地。
宝天曼：森浓叶绿 物种丰富

景区内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苍山翠岭雄奇险秀，幽谷
奇峡泉壑争流。生物资源丰富多彩，为同纬度生态结构保
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和中国十大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区。宝天
曼奇特的自然景观、地质地貌也堪称鬼斧神工，潭清水
秀，飞瀑如练。
燕子山：雄奇瑰丽 古木参天

燕子山原始生态旅游风景区是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
护区，位于河南、山西、陕西三省拱卫的黄河金三角灵宝
市区，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森林人家、激情漂流、森
林穿越、拓展训练于一体的高品质原生态旅游风景区。
黄河丹峡：赤壁绿茵 丹霞地貌

黄河丹峡景区位于晋豫黄河大峡谷小浪底库区中段，
由黄河丹峡、韶山峡、神仙峡等游览区组成。2012年挂牌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独特的丹霞地貌、壮观的沧海桑
田，以及激流飞瀑、赤壁绿荫，将黄河之壮美与丹霞地貌
之奇绝完美结合，是我国大黄河游精品线路上的一个罕见
的景观。
南海禅寺：位置优越 香火旺盛

南海禅寺位于汝南县城东南隅，始建于东汉末年，兴
于唐宋，经明清至今，已有 1800多年历史，2010年 8月荣
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称号。南海禅寺自开建以来吸引了周

边地区的河南、安徽、湖北、山东、江苏等地信众和群
众，海外和港澳台的名僧、信徒常有来此挂单云游，带动
不少境外华人同胞前来进香谒拜。
霸凌桥：汉风魏韵 保存完好

许昌灞陵桥景区又名关公辞曹处，国家3A级景区。景
区由三国胜迹灞陵桥（又名八里桥）、关帝庙及古典园林建
筑组成。景区环境优美，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国文物古
迹游》三国战略旅游线上的著名景区。许昌关帝庙将曹操
与关羽同殿供奉，形成了“天下关庙皆贬曹，许昌关庙独
奉曹”的独特文化现象。
开封鼓楼：位置优越 历史悠久

开封鼓楼是古城开封的文化地标，它的位置处于由鼓
楼街、寺后街、马道街和书店街四条特色商业街所形成的

“十”字型鼓楼特色商业街区正中心。它是开封历史文化资
源要素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只有后建的西安钟楼

才可与之媲美，故有“中国的钟楼在西安、鼓楼在开封”
之说。
濮上园天鹅湖滑草场：人工草地 趣味横生

濮阳天鹅湖滑草场是濮阳市首家综合型滑草场，拥有
国际先进滑草魔毡，架有 S弯道、U型弯道、斜坡速滑以
及多种草地娱乐项目，安全性和趣味性统统都有。

各位会员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看好景区的活动时
间，并提前登录惠民卡官方进行预约，或者到各地会员中
心报名，从而有计划有目的的到各景区游览！

景区展示：
云露山：生态养生福地 康体保健天堂

景区以山雄、水秀、河婉、湖阔、瀑险、潭幽、林
密、竹挺、石奇等景观组合优势名扬中原，是集生态观
光、休闲度假、保健养生、科普体验、猎奇探险于一体的
理想之地。主要景点有黑龙潭、药葫潭、雷劈石、药王
庙、宝塔瀑、药王瀑、宝塔书院等近80个景点。
香严寺：深山隐古寺 碧水映客船

香严寺位于南阳淅川县仓房镇境内，是河南省四大名
寺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寺院东
与碧波万顷的丹江水库举目相望，形成深山隐古寺，碧水
映客船的靓丽风景，诚为游人朝圣拜佛、寄情山水、休闲
度假的一方净土。寺内有“三绝一宝”：砖雕、木雕、石雕
和壁画；有三大奇观：“美女抱将军”树、能识善恶的痒痒
树和“灵气宝地”。 （万付斌 王丽冰）

本周宝天曼等九景区等你来

5月7日，施工人员在
南京路忠民河桥旁铺设地
下污水管网。据了解，忠
民河污水管网铺设完成
后，沿河污水通过污水管
网将被输送到第八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祁博）
上周末，一场持续的降水
将我市此前浓浓的夏意冲
刷的一干二净，“贵如油”
的春雨随着立夏的到来，
开始变成廉价的夏雨。本
周，我市将进入持续的阴
雨天，周前期阴天，周中
后期有小、中、大各种
雨，直至周日我市才会由
多云转为晴天。这样的天
气，会使我市的气温出现
一定的波动，总体上呈现
出微微凉意。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
二，晴天间多云，12℃—
27℃；星期三，晴天间多
云 ， 14℃ —26℃ ； 星 期
四，晴天到多云，16℃—
26℃；星期五，多云转阴
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
区大雨，17℃—22℃；星期
六 ， 小 雨 停 止 转 多 云 ，
18℃—27℃；星期日，多云
到晴天，20℃—30℃。

市气象台关于农事生
产的建议：当前，我市小
麦将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
时期，各地应抓住灌浆期
麦田管理的有利时机，浇

好灌浆水，施好攻籽肥，为小麦丰收打好
水肥基础。注意抓好“一喷三防”工作，
高产田实现小麦一喷三防 2—3次，从而
防止小麦后期早衰，减轻病虫和干热风危
害，提高小麦千粒重。加强病虫害的监测
和防治工作。已经发现条锈病的地块，要
加大防治力度，力争将条锈病降到最低，
同时积极预防小麦赤霉病；干旱地区要重
点关注蚜虫、麦蜘蛛的发展，已经浇水的
田块要关注白粉病的发展。加强春播作物
的田间管理工作，提前做好麦收的各项工
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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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好医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
——记市第四人民医院大内科兼肿瘤科主任张凤仙

本报记者 李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