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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妇幼时庆祥荣获全国“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敏

������近日，郸城县第四医疗健康服务集
团县妇幼保健院传来喜讯， 经第五届
“白求恩式好医生” 推荐宣传大型公益
活动组委会遴选公示，白求恩精神研究
会审核， 决定授予全国 58 名医师为第
五届“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者。 来自郸
城妇幼的麻醉科、疼痛科主任时庆祥榜
上有名。

时庆祥是郸城县妇幼保健院麻醉

科、疼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华
康复治疗师协会“脊柱侧弯与体态康复
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
会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
小儿麻醉与围术期医学专业联盟委员

会委员。 时庆祥自 1986 年从事临床麻
醉至今已有 36 年，几十年如一日，他始
终坚持以人道 、善良 、关切 、爱护为宗
旨，担当着性命攸关、生死相托的使命。

在大家眼中 ，时庆祥有情怀、没架
子，对患者很有耐心，对同事也很关照，
业务能力远近闻名，不管是麻醉科还是
这几年新开设的疼痛科，时庆祥都管理
得井井有条。 对他而言，精益求精已经
成为一种习惯，追求卓越也成了一种本
能。 时庆祥从事麻醉专业期间，根据医
院工作实际需求，为缩短患者手术等待
时间，创新快速麻醉方法，满足了单日
243 例手术的麻醉需求，36 年来安全实
施麻醉十几万例，成功抢救急危重症患
者三千多例。

且不说时庆祥麻醉方面的成就，提

到近几年医院新开设的疼痛科， 作为科
室创始人，时庆祥秉承“为民除痛”的初
衷，一路扛过了很多争议。 他深耕专业，
结合当地老百姓实际需求， 把疼痛的肌
肉肌腱学说和深圳大学筋膜学院的筋膜

学说进行有效整合， 以筋膜学理论为指
导，以绿色疗法为特色，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方法，通过筋膜松解手法，辅以非手术
脊柱减压系统、冲击波、筋针、针灸、中药
熏蒸等方法，做到了不吃药、不打针治疗
疼痛。科室成立以来，为上万例疼痛患者
解除了病痛， 其中有 300多例是在上级
医院确诊被告知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的颈椎病、腰椎病及脊柱侧弯患者，由于
患者及家属惧怕手术， 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来到该院疼痛科就诊， 通过接受非手
术脊柱减压治疗辅以其他治疗方法后均

获得了非常满意的疗效， 且治疗花费不
足手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 这对于绝
大部分农村地区群众而言， 不仅仅解除
了病痛， 而且极大程度地减轻了家庭经
济负担，解除了近千个家庭的后顾之忧。
据不完全统计， 疼痛科为以上患者共节
约费用高达 1600多万元。

在医院提倡“全员创业”，鼓励职工
积极拓展新业务、新项目的关口，时庆
祥带领科室团队打破思想禁锢，拥抱挑
战，他创立的“六联”疗法使 5 例失去劳
动能力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重新走向工

作岗位；他将三氧自血治疗用于治疗更
年期综合征， 通过改善患者的新陈代

谢，调节患者免疫系统，从生理和心理
上改善患者状态， 有显著的临床效果；
他综合利用射频消融、痛点灭活、针刀
松解、 医用三氧治疗等多种治痛技术，
解除了一位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纠

缠多年的病患的困扰。
除了为患者做麻醉、治痛症 ，他还

为医院医务人员提供急救培训。 “作为
医生，我可以看 100 个患者。 但如果把
知识传授给 100 个医生， 效应就是 100
倍。 ”这是时庆祥说过的一句话。他不仅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工作之余，时庆祥经常和科室年轻
一辈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严谨负责的
他经常因为讨论一个医学问题而和同

事们争得面红耳赤，这当然也不会影响
同事之间和谐愉快的关系，反而让他逐
年增加了一群忠实的“小粉丝”。 时庆祥
总会给科室人员讲：“我们是踏踏实实
为老百姓服务的， 不是以挣钱无目的
的， 我们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享受健康，
让他们的家庭和谐幸福。 医生治病分三
步，第一步是救命；第二步是让患者能
生活自理；第三步是让患者健康。 医生
治病的目的就是把健康还给患者，从我
们这里走出去的都是痛苦而来，经过咱
们的治疗，不吃药、不打针，带着健康而
归，这就是医生做的最后一步，把健康
还给患者。 ”

在时庆祥的带领下，麻醉科 、疼痛
科人员紧密团结，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 ，真正让患者做到了 “多咨询 、勤锻
炼、少疼痛、享健康”，疼痛科也真正履
行了科室建立时的初衷———建老百姓

能看起病、看好病的科室。
此次评选， 全国共有 58 名医师获

“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河南省共 3
人，时庆祥是周口郸城唯一入选该名单
的医生。 该评选活动由白求恩精神研究
会主办、《学习白求恩》杂志社承办。 奖
项经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中国医师协会
多次研究，并报请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
部门审定，是目前全国医疗行业的最高
奖项之一。 该奖项更强调医德医风，要
求候选人是医疗一线医生，能弘扬践行
白求恩精神，且成绩显著、医德高尚、贡
献突出、有重大影响力。

“时庆祥有品德、有技术、有胆识 、
有智慧、有魄力，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我们号召全体医务人员向时庆祥同志

学习，学习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
敢于创新的勇气。 医院需要这样的人
才，整个医疗行业都需要这样德才兼备
的人才。 ”第四医健集团总医院院长亢
国良自豪而坚定地说。

此次时庆祥入围该奖项，也是对郸
城县医疗一线医生工作的极大肯定。 希
望未来郸城能够涌现出更多“白求恩式
的好医生”， 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
旨，共同助力健康郸城发展，向着全县
人民健康持续迈进，为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②10

齐熙国：愿用满腔热血帮更多人重燃“生命之火”

������本报讯 （记者 任富强 文/图）献血
证有厚厚一大摞，各种获奖证书也能铺
满一桌子，在齐熙国看来，这些荣誉不

仅记录着他的付出，也激励着他继续在
无偿献血的道路上走下去。

今年 48 岁的齐熙国是周口韩庄学
校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教师。 近 20
年来，他累计献血近百次，先后 3 次获
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齐熙国的献血故事还要从 2003 年
说起。

“在献血车上，看到鲜红的血液从
体内顺着针管流向采血袋，刚开始有点
紧张，但慢慢就释然了。 ”齐熙国回忆
道：“第一次献血时很紧张，可看到医护
人员真诚的脸，想到曾经流淌在体内的
血液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说不
定哪天还会和自己擦肩而过……想着
想着，紧张感也随之消失。 ”

“献完血后，身体没啥异常，从此以

后， 我一有时间就想着参加无偿献血，
想用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他人重燃‘生
命之火’！ ”齐熙国说，除了自己经常参
与无偿献血外，他还把自己的献血经历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齐熙国常跟朋友牛金星说：“无偿
献血是无私奉献、 救死扶伤的崇高行
为，是爱心奉献精神的体现。 献血还会
刺激人体造血功能更加旺盛，加速血细
胞的生成，促进血液新陈代谢。 献血后
会降低血液黏稠度， 使血液流速加快，
能预防脑血栓、冠心病。 ”

在认同齐熙国的献血行为后，牛金
星正式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齐熙国表
示：“一到时间， 牛金星就约我一起献
血，从献全血到献血小板，我们坚持多
年一直没有中断过。 受我的影响，目前

他也献血 50 多次，2 次获得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 ”

“这么多年坚持无偿献血 ，只是想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 血液可以再
生，捐出的血液又能挽救生命。 ”齐熙
国坦言 ：“坚持越久 ， 我感受越深 ，只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

行列中来 ， 大家的力量才能汇聚成
河、汇聚成海。 ”

6 月 16 日 ，在周口韩庄学校采访
时 ，齐熙国的同事史永旗表示 ，齐熙
国多年如一日无偿献血的善举感动

了全校师生 。 他平时还参加救援 、抗
疫等志愿者活动 ， 同事们深受感染 ，
纷纷表示要以他为榜样 ，加入无偿献
血队伍。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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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温 馨馨
提提 醒醒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我市取得营业
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请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进行年报，否则将面临失信惩戒风险。

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声 明
������我单位周口臻元酒业有限公司
（原淮阳神农酒业五谷有限公司）因公
司名称变更，原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淮阳县支行，开户名称：

淮阳神农酒业五谷有限公司， 账号：
16572101040009221， 核 准 号 ：
J5088000125701, 从登报之日起注销，
特此声明。

周口臻元酒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8 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 10 时， 在周口市沈丘秀
亭时尚精品酒店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位于沈丘县兆丰大道东侧御景
国际小区临街写字楼，17、18 楼建筑面
积分别为 867.5m2， 竞买保证金 30 万
元；2.位于沈丘县新华大道西侧龙城花
园 104、106、107 门面房 ， 建筑面积
89.48m2， 竞买保证金 6 万元，108A 门
面房，建筑面积 41.15m2，竞买保证金 3
万元；3.位于沈丘县新华大道西侧龙城
花园（南关实验幼儿园）门面房，建筑
面积 1972.8m2，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
4. 位于沈丘县水岸名家小剑桥幼儿园
北边门面房， 建筑面积 1605.43m2，竞
买保证金 100 万元；5.位于沈丘县北关
骥才街住宅用房， 建筑面积 377.4m2，
土地面积 228.6m2， 竞买保证金 2 万
元；6.位于沈丘县沙南产业集聚区工业
用房地产 ，厂房面积 9284.04m2、办公
楼面积 7145.25m2，土地面积 18870m2，

竞买保证金 200 万元；7.位于郸城县东
工业区工业用房地产 ， 建筑面积
7032m2，土地面积 22621m2，竞买保证
金 100 万元；8.位于沈丘县欣鑫花园 1
幢 1 单元 1-2 层临街商铺， 建筑面积
519.58m2，竞买保证金 20 万元；9.位于
沈丘县沙南产业集聚区工业用房地

产 ， 厂房面积 3206.73m2， 土地面积
2986.56m2，竞买保证金 4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即日起向本公司

咨询，进行实地考察，并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及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户名：河南共
赢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周口
分行营业部，账号：258504652424，不成
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 于拍卖前向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拍卖前，
标的物所在地

公司地址： 周口市汉阳路南段新
和铭城 咨询电话：13949999992

河南共赢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8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 10 时， 在鹿邑县紫气大道与志
元路口都市花园酒店会议室公开拍卖

抵债资产一批：
1.位于商水县伟七路南侧 、阳城

路东侧一宗工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筑物，土地面积 66900m2，地上建筑物
面积约 31867.49m2；2.位于鹿邑县仙台
路东段北侧一宗商用房地产，土地面积
1322.85m2，房产面积 2386.98m2；3.位于
鹿邑县工业园区农飞路西侧的一宗工

业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面积
30576m2， 地 上 建 筑 物 面 积 约

15182.98m2；4. 位于鹿邑县工业园产业
聚集区远志大道南侧、吉贞路西侧一宗

工业土地使用权及院内房产、机器设备
等附属物，土地面积 21597m2，地上建
筑物面积 6983.77m2。

请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咨询标的详

细情况， 于 2022年 6月 27日 16时前
向指定账户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

金（以实际到账为准，不成交全额无息
退还）， 并于拍卖开始前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

户名：河南福乐多拍卖行有限公司
开户行： 浦发银行郑州国基路支

行 账号：76210154800004374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咨询电话：15294980527

河南福乐多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8 日

������一、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
共青团周口市委

周口日报社

协办单位：蒙牛学生饮用奶周口推广中心
周口爱尔眼科医院

二、投稿时间

即日起至 10 月 15日止

三、组别设置

面向全市中小学生，设小学生组、中学生组两
个组别。

四、参赛要求

1 . 参赛作品要紧扣本次征文主题 ， 立意
较高 ，内容充实 ，行文流畅 ，结构完整 。作品不
限体裁和题目 ，记叙文 、说明文 、议论文 、散
文 、随笔 、诗歌 、评论等均可 ，题目自拟 ，要求
内容真实 、言之有物 ，观点鲜明 ，情感真挚 ，语
言流畅 。 征文内容包括展现周口境内自然风
光 、名胜古迹 、城乡风貌 、文化历史等资源优
势 ，集中反映我市近年来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
取得的新变化 、新成就 ，讲述周口故事 ，倾诉
周口情怀 ，弘扬 “周口精神 ” ，展示周口形象 ，
进一步擦亮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 名片 ，抒
发 “强国复兴有我 ”的使命担当 ，凝聚矢志不
渝 、建设周口的精神力量 。

2.每名参赛者提交 1 篇征文作品，体裁不限，

题目自拟。小学生组作品字数在 600 字左右，中学
生组作品字数在 800 字左右。

3.作品须是学生原创 ，一经发现抄袭 、剽
窃 ，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并视情况通报参赛者
所在学校 。

五、有关要求

1. 大赛设一等奖每组 10 名， 二等奖每组 20
名，三等奖每组 30 名。 根据各学校组织、指导参赛
的情况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若干、 优秀指导老师奖
若干,并发放荣誉证书及奖品。

2.优秀作品将在 《周口晚报·小记者周刊 》、
周口晚报微信公众号、周口报业小记者微信公众
号、周道 APP 进行刊登展示，并结集出书 。

3.本次大赛不向参赛者收取任何费用，主办方有
权将获奖作品用于制作推广 、编辑出版 、新闻宣
传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六、投稿渠道

1.个人投稿。作品标题备注“我的家乡新变化”
征文+组别+标题 ， 将电子版发送到投稿邮箱 ：
zkwbxjz@126.com。

2.学校集体投稿。 由学校收集整理后，将电子
版统一发送至投稿邮箱 zkwbxjz@126.com。 征文
署名务必备注县（市、区）+学校+班级+作者姓名+
指导老师姓名+联系电话。

七、联系方式

王俊祥 13592220007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贯彻落实“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部署要求，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怀，切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引导全市中小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讲述周口故事，弘扬“周口精神”，展示周口形象，
抒发“强国复兴有我”的使命担当，凝聚矢志不渝、建设周口的精神力量。即日起，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周口市委、周口日报社联合开展
“强国复兴有我———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我的家乡新变化”青少年征文大赛，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