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在商水县老年健身中心!几名太极拳爱好者正在交流技艺" 近年来!商水

县努力为老年人打造综合性活动场所!使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中健身!在健身中享受

自然之美" 记者 沈湛 摄

日前! 市委统战部驻沈丘县新安

集镇下溜村扶贫工作队! 在重阳节来

临之际! 邀请市豫剧团为该村送来两

场大型古装戏!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受

到群众的欢迎"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豆永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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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放光

时常听到基层管理者提及一些闹心

事#哪儿临时用电又违规了!某施工现场

$三违%现象频现&&如何根治类似安全

顽疾' 着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然而! 不久前笔者参加单位组织的

临时用电专项检查时! 意外发现某供电

所作业标准执行得无可挑剔# 从初始的

报装档案! 到最终
!"#

系统的电量显

示!一应俱全!无一纰漏) 问及所长的做

法! 居然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按着标

准来!让大家养成习惯就行啦( %

实践告诉人们! 员工作业行为与作

业标准之间的差距是影响安全的主要因

素! 而让标准成为习惯则是抵达安全的

直通车)

但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

过程通常存在三大障碍#一是不知标准!

二是知标准却不能准确掌握! 三是知标

准!也能掌握!但不愿认真执行)

如何打破这三重障碍! 养成良好的

习惯呢'这就需要在$引%字上狠下功夫)

一是引$知%)首先是知标准!着力提升员

工的技术业务能力! 全面掌握安全工作

标准*作业标准*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的

具体要求)其次是知风险!要让每一位员

工清楚知道降低标准的危害 ) 二是引

$行%!一方面要在$控%上下功夫!用制度

的规范和约束!严把安全风险源头+同时

要在$严%上下功夫!要对安全事故定责*

追责!既处理责任者!又考核管理者) 这

就要求管理人员 $身正%和$自身硬%!既

要充分做好$传帮带%工作!又要大胆管

理!对于违反标准的现象坚决予以纠正!

以知引行! 不断缩小职工作业行为与作

业标准之间的差距)当然!$引%也要讲究

方式和方法)

总之!让标准成为习惯!让习惯符合

标准!不只是口号!更需要持之以恒*聚

沙成塔式的行动) 而一旦一种良好的习

惯得以形成!远比任何外力更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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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督热线

说说您在求医购药过程中的烦恼事 困惑事 愤怒事 感动事

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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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协和骨科医院 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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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城市医保定点医院

狭窄性腱鞘炎常见于一些需要

长期重复活动关节"导致肌腱劳损的

职业如打字员#货物搬运或需要长时

间电脑操作的行业"俗称$鼠标手%"

发生在手指部位&可伴有弹响的称为

$扳机手%或$弹响指%'该病发生的主

要原因是肌腱反复在腱鞘上滑动摩

擦引起的炎症"并不是单纯腱鞘的慢

性损伤炎症"而是肌腱和腱鞘均有水

肿#增生#粘连和变性(腱鞘的水肿和

增生使)骨纤维隧道%变得狭窄"进而

压迫发生水肿的肌腱"因环状韧带区

腱鞘腔特别狭窄坚韧"故使水肿的肌

腱被压迫成葫芦状" 阻碍肌腱的滑

动( 当用力伸屈手指"葫芦状膨大部

在环状韧带处强行挤过"因此产生弹

拨动作和响声"且伴有疼痛(

,古宾-

狭窄性腱鞘炎为什么出现弹响!

)十分感谢协和医院李军副院长"

我来的时候都不能走了"通过李院长的

治疗"病情好多了"现在腿也不疼了"也

能吃饭了"长期以来困扰我的病这次彻

底好了* %来自川汇区朱庄的姚宝兰老

人高兴地对记者说'

姚宝兰老人患腰间盘突出症"压迫

神经"两腿疼痛难忍"不能正常走路"家

人把她送到周口市协和骨科医院进行

治疗'

李军接诊后" 发现患者不但有腰

间盘突出症" 而且伴有糖尿病+ 骨质

硬化症和椎间隙感染等疾病" 给手术

带来多种风险( 特别是在手术过程中"

如果出现硬脊膜破裂" 会危及患者生

命(

李军组织专家会诊 "经过反复研

究"为患者制定了诊治方案 ( 手术过

程中 "他一丝不苟 ( 直到手术顺利结

束"他才长出一口气(

采访李军" 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的忙碌和耐心( 作为周口市骨科疾

病治疗的领军人物"他没有一点架子"

无论是坐诊 &查房 "还是下班休息 &外

出" 前来求诊和咨询的患者总是络绎

不绝"但不管多忙"他总是耐心地给予

解答( 他说!)既然他们找到我"就是信

任我"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他们解决问

题( %

多年来"李军立足工作岗位踏实工

作"用精湛医术赢得患者的信任( 他刻

苦钻研积极探索"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白衣天使的神圣职

责"受到患者及家属的一致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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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史书杰

本报讯 ,记者 史书杰 -有着
%+

年

献血经历 &

%&

年执教生涯的周口职业

技术学院优秀共产党员李可凡" 近日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红十

字总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联

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个人奖(

据了解"该奖项全国共表彰
%'%

人"

河南省总共
'

人"我市李可凡榜上有名(

生于
%(99

年的李可凡" 是一名优

秀的中共党员(

)::)

年"他本科毕业后"

在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从教至今"目前担

任该院建筑系副主任(

参加工作以来" 李可凡凭借扎实的

理论功底和较高的思想觉悟" 怀着强烈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平凡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业绩( 他先后被省&市教育部门

评为先进个人&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优

秀青年科技专家" 还多次被周口职业技

术学院评为优秀党员& 优秀教师和优秀

党务工作者(

从教
%:

余年来"他先后在汶川大地

震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难中"为

灾区同胞捐款捐物(此外"他还经常为残

疾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

捐款赠物"奉献爱心( 课余时间"他经常

带领学生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

同时"李可凡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谱

写了一曲连续
%+

年无偿献血的大爱之

歌(在志愿献血服务活动中"他始终坚持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将

爱的种子播撒到每个角落(从
%(((

年首

次参加献血至今"他创下了连续
%+

年献

血的记录" 累计无偿献血达
-:::

多毫

升(

)::+

年"他还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

年"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联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铜奖(

)对我来说" 参加无偿献血算是一

件很小的事"但我们献出的血对患者来

说"却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我觉得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非常值得我一

直坚持做下去( %李可凡这样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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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是世界骨质疏松日 (

专家提醒"骨质疏松是一种)静悄悄的

病%"如果出现全身乏力&负重能力下

降&骨骼肌肉疼痛&身长缩短&驼背等

症状应警惕骨质疏松作怪(

专家介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需要

长期治疗的慢性疾病"以骨量减少和骨

骼微观结构发生退化为特征"会导致骨

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的一种全身

性骨骼疾病"这种疾病往往没有典型征

兆"被称为)静悄悄的疾病%(

常见的骨质疏松征兆有四种( 一

是身高变矮"骨质流失后"脊椎骨无法

承受身体重量"遭到挤压后影响身高.

二是腰酸背痛" 因腰部脊椎骨的骨质

流失导致.三是驼背"因胸部脊椎骨骨

质大量流失所造成.四是易发骨折"常

发生的部位是脊椎+髋部+手腕等'

专家建议" 预防骨质疏松要注意

饮食" 每天应摄取
5666

至
5"66

毫克

的钙质"可补充牛奶+深绿色蔬菜+芝

麻+钙片等含钙质食物' 另外"每天还

应摄取
!66

至
5666

单位的维生素
7

"

可通过摄取蛋黄+肝脏+维生素
7

补

充品等方式获取'另外"保持规律运动

习惯以强化骨骼+增加骨质密度"也能

帮助预防骨质疏松' ,健康-

预防骨质疏松

留意四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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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在太康县有这样一群人"天没亮他

们就起床出门"来到县商贸路的爱心早

餐点"为环卫工人们准备早餐"但他们

分文不取//

他们是太康县的爱心志愿者
;

焦阳

光是他们的组织者
;

也是免费爱心早餐

工程发起者'

据了解"太康县有
)::

多位环卫工

人"平均年龄
+:

岁"大多是县城周边的

村民"家庭条件较差' 对他们来说"每天

花三四块钱买份早餐"过于)奢侈%' 实

在难抵饥饿的" 就随身带一个馒头"饿

了吃两口'

在一次爱心捐赠活动中"焦阳光看

到环卫工人每天凌晨起床清扫垃圾"工

作十分辛苦' 于是"他就想为环卫工人

做点事情' 在
):%,

年年初的一次县政

协委员座谈会上"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

两个朋友李道杰+ 李振贤"

&

人一拍即

合'李道杰免费提供场地"李振贤拿出
&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

年
,

月
%

日"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爱心早餐工程在太

康县商贸北路的一个小院正式运营起

来' 这一天"上早班的
%9:

名环卫工人

喝上了热粥"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为了我们城市的整洁" 他们每天

凌晨两三点就开始工作"因为家庭条件

困难"他们很少能吃一顿像样的早饭' %

焦阳光说")一年多了"我们每天早上都

在这里为他们准备好馒头+咸菜和粥' %

为了把爱心早餐工程坚持下来"让

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支持这项工作"焦阳

光和志愿者一班人尽心竭力"做了大量

的工作' 他们组织志愿者举行义卖活

动"

&:

多家爱心商家捐赠的商品现场义

卖"所有收入用于早餐工程' 鑫农家庭

农场经理王克一次捐赠西红柿
':::

斤"七次共捐
&5'

万斤'名人国际健身馆

老板姜伟奇慨然承诺"保证为爱心早餐

工程供应半年的早餐馒头'

)从采购员到厨师" 从服务员到刷

碗工"都是志愿者' %焦阳光告诉记者"

很多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加入到了

志愿者队伍"县委书记也经常到店里为

环卫工人们端粥' 由于志愿者越来越

多"现在已经开始轮班"每天
%:

位志愿

者"一周轮一次' 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9:

岁的退休干部李秀文说!)在这里我们

像是一家人"无关名利"只谈感情' %

为了保证免费爱心早餐工程财务

收支透明" 焦阳光制订了财务管理制

度"记录着每月的收支明细"并把购物

票据和记账数据拍成照片" 上传到网

上"供网友查阅监督' )透明财务收支"

就是要给关心我们的人和企业一个交

代"让他们感到踏实"使他们的爱心保

持热度' %焦阳光说'

如今"太康县充满温情的爱心早餐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中央和省级媒

体相继对太康县免费爱心早餐进行报

道'

):%,

年
%)

月
)+

日0人民日报1+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朝闻天

下1和综合频道0新闻联播1先后对太康

县的免费爱心早餐进行报道'

)让爱心早餐温暖更多环卫工人* %

如今"焦阳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

这句话'

送戏
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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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俊涛 通讯员 邱志

强-)太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伸手相救"

说不定我就没命了' %

%:

月
)%

日"太康

县实验小学退休教师孙老太专程来到太

康县供电公司" 感谢该公司员工郭永功

的救命之恩"并将一面写有)电业好员工

危急献真诚%的锦旗送到他的手中'

%:

月
%9

日" 郭永功随太康县某旅

行社到洛阳木札岭游玩'在景区"游客孙

老太突发心脏病倒地"脸色发白"不省人

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家不知所措"亲

属急得大哭起来'

)有没人带速效救心丸' %郭永功一

边打急救电话"一边向现场人员求助'巧

的是一名游客正好带有此药" 郭勇功接

过药丸塞入老人口中" 并利用学习的急

救知识进行施救"经过
&

分钟的救治"孙

老太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随后"闻讯赶来

的景区负责人和医务人员将孙老太送进

了当地医院'

经简单检查治疗回到家中后" 孙老

太一直对郭永功的举动心存感激" 就在

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太康县供电公司"当

面向他表达谢意'

重阳节!健康义诊关爱老人

%:

月
)%

日!内蒙古人民医院的医生在为一位老年人量血压) 当日为重阳节!内蒙古人民医院启动了.九九重阳相约健康%

大型关爱老人健康公益活动) 活动持续两天!计划深入赛罕区*新城区*回民区和玉泉区的
%:

个服务中心!为当地老年人进行

义诊咨询)

新华社记者 王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