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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众 议众 议

民生 服 务服 务

商丘市文明办
商丘日报社

联办

民生 速 览速 览

民生 广 角广 角

日前，省卫健委和省中医管理局联合发文，要求各医疗
卫生机构切实做好老年人就医便利服务工作，解决好老年人
在运用智能技术就医等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难，提出2021年1
月底前，全省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部开设为老年人提
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发文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同时，在医院入口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绿色
通道，配备工作人员、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帮助老年人
进行健康码查询操作；协助没有手机或确实无法提供健康码
的老年人，通过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
查，缩短老年人在诊区外等候时间。

各级医疗机构要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多种预约
挂号方式，畅通家人、亲友、家庭签约医生等代为老年人预
约挂号的渠道；在做好非急诊全面预约的基础上，根据老年
人就医实际情况，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保留
挂号、交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
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2021
年1月底前，全省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部开设为老年
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在优化老年人“互联网+就医服务”方面，要求各级医
疗机构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平台应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引导、人工咨询等功
能，推进网上就医服务与医疗机构自助挂号、取号叫号、交
费、检验报告领取、取药等智能终端设备的信息联通，优化
线下线上一体化服务，方便老年人就医。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扩大家庭医生预约号源数
量，方便老年患者就近预约挂号，并对转诊老年患者提供优
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与养老机构建立医养结合协作关系或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
道，为入住老年人提供预约就诊、急诊急救等服务，确保入
住老年人得到及时救治。 （据《河南日报》）

老人就医再添便利
我省二级以上医院将全部开通绿色通道

“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什
么吗？对，就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今
天，老师就带你们体验一下印刷术。”1月9日，冒着严
寒，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二·四班的同学们走进商丘古
城陈家大院研学游基地，在武英造办博物馆项目负责人
刘季的带领下，体验雕版印刷术、木板水印、青花手绘
等工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和宣传商丘古城文化资源，
2020年7月，陈家大院着手打造研学游基地，开设了武
英造办博物馆、画瓷工坊及金石传拓学社等传统文化研
学游项目。刘季说：“我们创办研学游基地的目的就是
为广大市民、游客、学生及文化学者提供参观、学习、
体验和研究等一体化、一站式平台。”

据了解，在陈家大院研学游基地，游客不仅可以体
验古法造纸、活字印刷、雕版印刷、书籍装帧，还可以
感受陶瓷拉胚、上釉、青花手绘、瓷板新彩绘制、古砖
瓦当拓、碑拓、青铜拓等传统工艺的魅力。

活动现场，武英造办博物馆老师魏青松为孩子们讲
述了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及印刷术为中华文明、世界文明
的发展、传承所做出的贡献，展示了各种印刷技术，有
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丝网印刷，还有木板水印，现场
手把手教给孩子具体的操作方法，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
非常高。胡浩宇同学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印年
画，特别高兴。我在墨辊上蘸上红色油墨，在雕版上慢

慢滚动，让雕版每个地方都均匀沾上
油墨，再拿一张宣纸敷在雕版
上，用一个特制的工具——马

莲，在纸上来回按压，这
个动作别看简单，还

是有点技巧的，一不小心纸张就会弄破！我印了很多
张，有大展宏图、春节团圆等不同的造型，第一次体验
印刷术，真是太兴奋了！”

随后，画瓷工坊创始人、四川美院毕业的桑坤利老
师带着孩子们全过程体验青花手绘，介绍陶瓷的历史和
制作过程，让同学们体验在瓷碗上进行绘画创作，寓教
于乐的方式非常受欢迎。

体验完印刷术和青花瓷制作，孩子们到院子里学习
滚铁环、射箭，欢笑声在古香古色的陈家大院里回荡。

看到孩子们脸上幸福开心的笑容，周林逸的妈妈王海燕
感叹道：“滚铁环是70后玩过的游戏，现在孩子很难有
机会见到，更别说玩了，今天孩子们在这里不仅体验了
印刷术，还学会了滚铁环，真是特别有意义的活动。”

杨语辰同学的妈妈杨玉花说：“我们原来带孩子来
过陈家大院，只是欣赏风景，逛个把小时孩子就没了兴
趣。这次她和同学们一起体验印刷术、青花瓷制作，孩
子开阔了视野，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有机会，我
们再相约体验其他项目。”

商丘古城研学游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李岩

连日来，多地发布通知，倡导务工人员
非必要不回乡、在务工地点过年；确有需
要返乡者，需严格遵守当地的核酸检测、备
案、隔离等防控要求。笔者梳理发现，湖
南、河北、北京、上海等多地已发出建议，春
节非必要不返乡。随着春节的临近，倡议

“就地过年”的城市恐怕会越来越多，但仅
仅是限于“倡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多方联动和相关配套措施。

之所以倡议“就地过年”，是因为国
内防疫压力越来越大，“就地过年”就是
为了防疫。“就地过年”能够减少人员流
通，降低感染风险。“就地过年”的整个
出发点是从大局出发，也从个人安全出
发。因此，对于倡议“就地过年”，非必
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聚集
的建议应该认真听取，并遵照执行。这是
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没有理由不去做。

以前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
到家过了一个春节，这算是圆满了，但由
于疫情的存在，回家过年需要重新考量，
需要认真对待。其实，之所以倡议“就地
过年”而非强制，就是考虑到一部分回家
的需求，对于真正想要回家过年的，则不
应该阻拦，而是要帮助其做好防疫措施。

在倡议“就地过年”之后，要做好
“就地过年”的相关配套工作。企业对于
“就地过年”的员工要关心关爱，给予一
些关爱性措施，给予一些奖励性红包。
一些地方的企业就做得很好。1 月 7 日，
浙江省经信厅联合省人力社保厅发布《关
于鼓励留员工稳生产确保经济高质量“开
门红”的通知》。《通知》 列出 10 大举
措，鼓励地方和企业春节期间留员工、稳
生产，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促进经济
高质量“开门红”。其中第一条提出鼓励
外地员工留浙过年，鼓励企业采取发放

“留岗红包”、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旅
游活动等措施，吸引外地员工尽量留在当地过年，有条件的
地区可给予适当补助。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地过年”还意味着家乡的亲人如
何过年的问题，这也需要当地职能部门能够做好“安抚工
作”，让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亲人没有回家的情况下也
能够过好年。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迫切需要回家，相关部
门不能故意阻拦，可以通过发放口罩、带核酸检测证明等方
便其回家。如此，“就地过年”才算是圆满的。最怕的是，
虽然倡议“就地过年”，却变成了强制性，且没有任何的温
度，这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就地近年”需要精准施策，需
要将工作做实做细，不能因为防疫就要剥夺公民回家的权
利，这是最不应该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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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博）送走上周的寒潮，本周我市气温
明显回升，迎来晴好天气，最高温度 12℃到 13℃，最低温
度-5℃到-4℃。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晴天间多云，-4℃/10℃；星
期三，晴天间多云，0℃/12℃；星期四，晴天间多云，-2℃/
13℃；星期五，晴天到多云，-1℃/9℃；星期六，多云到
晴天，-3℃/4℃；星期日，多云间晴天，-5℃/5℃。

市气象局关于生产生活建议：冬小麦应采取浅中耕、覆
盖有机物等措施进行保墒、防冻，确保安全越冬。设施农业
做好防风加固、防寒保暖工作，适当调整棚内温湿度，确保
作物正常生长。在起居方面，利用晴好天气适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尽量减少集体活动，不去人群密集处；
勤洗手，出门戴口罩，做好疫情防控。早晚气温依旧偏低，
冰冻依然存在，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此
时节要顺应冬季闭藏的特性，做到早睡晚起。早睡是为了养
人体的阳气，晚起是为养阴气。在寒冷的条件下，如果只是
穿得很暖，而不戴帽子，体热就会迅速从头部散去，这种热
散失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冬天在室外戴一顶帽子，即使
是一顶单薄的帽子，其防寒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早晨锻炼
最好待日出以后再进行，因日出后温度上升，空气中的污染
物也有所减少，还有进行日光浴的作用。运动量应由小到
大，逐渐增加，不要骤然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发生意外。

本周天气回暖 寒潮离开

1月9日，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的一群学生在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商丘古城陈家大院研学游基地参观体验金石
传拓工艺。 本报记者 吴涛 摄

1 月 10 日，博爱志愿者联合
会组织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活
动，为建设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1月9日，参加研学游的孩子们激动地向大家展
示自己亲手印制的作品。

本报记者 李岩 摄

1月10日，园林工
人在对日月湖景区内的
苗木进行浇水养护，确
保健康生长，为广大市
民、游客创造优美的游
玩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21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0/05），公开拍卖登记在

被执行人河南源和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永

城市建材路北侧、芒山路西侧盈和机械装备

建材物流园 2#、3#、9#、10#、11#、12#、17#、

18#、19#、20#、27#、28#、30#、35#、36#、

37#、38#、44#、45#共计 19 栋楼中 789 套房

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站浏览查询，有

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韩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780
0370—2209226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年 2月 19日 10时至 2021年 2月 20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

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东段南侧紫金华庭

11 号楼、12 号楼 1—901 房产 （房权证号:
00177247），建筑面积：119.60平方米，所

在层 9层，总层数 21层，规划用途：住宅。

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

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窦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1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丘市睢
阳区神火大道西南京路北富饶新城国际31#楼
8层 809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商丘市房权
证2010字第0066552号），建筑面积：65.33平
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规划用途:成套住
宅，所在楼层8层，全部楼层共12层，二室一
厅一厨两卫。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5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
年 2月 19日 10时至 2021年 2月 20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
丘市梁园区中州路东 310环岛南角光彩大市
场 1 区 14 栋 23 号 房 产 （不 动 产 权 证 ：
20110089164），建筑面积：104.48 平方米，
混合结构，规划用途:商业服务，所在楼层 1
层，全部楼层共 3层。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
加竞买。

联系人：柴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19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1

年 2月 19日 10时至 2021年 2月 20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0/04），公开拍卖商

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东长江路北西乔楼综合

楼 1—201 房产 （房产证号：00157324），建

筑面积：138.60平方米，所在层 2层，总层

数 3层，规划用途：住宅。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

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柴法官

联系电话：17637015188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1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