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名仕医院公益行动掠影

常言说，医者仁心。医生是一
份富有大爱的职业。多年来，焦作
名仕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秉承“慈
爱 感恩 责任 奉献”的理念，多措
并举，践行公益医疗，把惠民利民
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人道之情、
感恩之心，谱写出一首动人的公益
之歌。

大爱担当扶贫助残
3月8日一大早，焦作名仕医院

员工驱车前往武陟县西陶镇郭庄村
村民王秀荣的家中，准备接她到医
院进行免费体检。据了解，在此之
前，该院员工已经多次前往王秀荣
家中为其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并为其一家进行了免费医疗救
助。

该院员工的一系列善举源于
2018 年 12 月，武陟县残联联合焦作
名仕医院对辖区内 8 名身患癌症的
贫困残疾人进行救助，王秀荣就是
其中的一位。原来，王秀荣是我市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肢体三级残
疾，丈夫视力二级残疾，夫妇二人和
公婆挤在破旧的瓦房中生活。两年
前，王秀荣又被确诊为乳腺癌。这
让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以前，家里吃饭都困难，更别
说看病了。现在，名仕医院医生几
次到家里送衣服，送米、面、油和现
金，还给我们免费开药、体检。除了
感谢，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秀荣说。

用行动诠释责任，用大爱彰显
担当。多年来，焦作名仕医院积极
开展各项慈善医疗活动，减免贫困
癌症患者医药费；开展公益募捐活
动，为山区儿童、孤寡老人送去温
暖；多次深入社区进行义务诊疗，宣
传健康知识。

该院董事长苗桂香说：“近年
来，医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们名仕人
更应心怀感激，发扬热心公益、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精神，用我们的实

际行动，去帮忙那些渴望得到帮忙
的人。”

慈善医疗春风化雨
1月12日，一位左侧上颌窦鳞状

细胞癌的患者来该院就诊。据了
解，就诊时，患者左侧脸部的肿块已
有8×9cm大，当医生询问为何没有
及时就医时，患者一度哽咽。原来，
患者的妻子 20 年前瘫痪卧床，除了
要照顾卧床的妻子，还要务工赚钱
供两个儿子上学，年过半百的他是
家里的顶梁柱。确诊癌症后，面对
20 万元的巨额治疗费，他选择了放
弃，因为 20 万元对于这个家来讲，
就是天文数字。“假如有20万元，我
宁愿留给她，也不愿花在我自己身
上……”50 多岁的汉子用最简单也
是最心痛的语言表达出了他对瘫痪
妻子的爱。

后经亲属介绍，患者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来到了焦作名仕医院就
诊。了解到患者的实际家庭情况，
该院决定给予他减免医疗费用。3
月8日，患者一家特意送来锦旗，表
达感谢之情。

上述例子在焦作名仕医院还发
生过很多次。据悉，该院多次主动
为贫困癌症患者减免治疗费用，先
后救助了600多位贫困癌症患者，减
免治疗费用200余万元。

与此同时，该院积极开展慈善
医疗活动，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在武
陟县残联的指导下，该院积极对贫
困残疾肿瘤患者进行走访慰问，为
其捐款捐物；利用重阳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多次举办孝亲敬老活动，
并走进敬老院、养老中心，为老人送
去温暖；多次为云南山区的贫困儿
童捐献衣物，并发出倡议，呼吁社会
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传递
爱心。

义诊宣教惠及民众
义务诊疗、健康教育是该院一

项常抓不懈的工作，无论在城市社
区还是在乡间村落，都能看到该院
医务人员义诊的身影。

据了解，每年 4 月的肿瘤宣传
周，该院都会组织专家和医护人员
前往社区和乡村，开展肿瘤知识宣
传和义诊活动，向大众宣传科学规

范的肿瘤诊治途径，让群众了解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性；动
员全社会的力量关注肿瘤防治事
业，为保证人民的健康而努力。

大爱无疆，义行天下。该院热
心公益的行为也影响着青年志愿者
团体，公益情怀在全院蔚然成风。
为方便群众就医，该院青年志愿者
团体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门诊大
厅，为病人及群众做分诊、指路、答
疑解惑以及维持秩序等工作。

该院执行副院长余伟说：“自

2012年成立以来，我院一直遵循‘把
爱放到首位，生命高于一切’的核心
价值观，努力践行公益医疗，真正做
到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多年
来，我院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
的赞誉，这让我们感受到了沉甸甸
的责任。站在新起点上，有着博大
医者情怀的名仕人，将不忘初心、铿
锵前行，为癌症患者提供人性化的
治疗方案，为人类攻克肿瘤疾病奋
斗终生！”

本报记者 褚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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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名仕医院员工在为贫困残疾肿瘤患者体检。
本报记者 褚玉鹏 摄

焦作名仕医院院长张毛毛（左一）在询问患者病
情。 本报记者 褚玉鹏 摄

焦作名仕医院开展爱心扶贫助残活动。 （焦作名仕医院提供）

焦作名仕医院执行副院长余伟（左四）带领医院人
员为武陟县贫困残疾癌症患者送去过冬衣物及慰问
金。 本报记者 褚玉鹏 摄

焦作名仕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及患者家属合影。 本报记者 褚玉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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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2019 年焦作两
会隆重举行，本报充分发挥媒体
融合发展优势，通过本报全媒体
矩阵以及新华社现场云直播平
台，及时对两会盛况进行了全方
位报道，让我市广大人民群众更
加清晰地了解过去一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喜人成果和未来一年的发
展目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称赞。

2 月 24 日，焦作日报微信公
众号以《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直播预告来了》为题，提前发布
了政协第十四届焦作市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开幕的直播链接。25日

8 时许，本报全媒体按照分工展
开采访，新华社现场云直播平台
正式启动，一条市政协委员进入
会场的视频新闻率先出现在直播
平台上，拉开了此次两会报道的
序幕。随后，大会各项程序新闻
报道，纷纷以图片、文字、视频
等形式在直播平台滚动播发，为
广大市民随时随地了解会议情况
提供便利。当天上午，本报共通
过新华社现场云直播平台发布新
闻动态近30条，在线观看量达1
万人次。

2 月 25 日，焦作日报微信公
众号又以《焦作市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直播预告来

了》为题，提前发布了市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的直播链接，第二天同样以图
片、文字、视频等形式对大会盛
况进行了直播，共发布新闻动态
50 余条，在线观看量达 2 万人
次，为此次两会胜利召开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感谢焦作日
报全媒体的努力，使大家看直播
更方便，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为你们点赞。祝焦作两会取得圆
满成功！”网友@轩轩在观看直
播时留言。

2月25日、26日，焦作日报
微信公众号还分别以《政协第十
四届焦作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

重开幕！创造新时代焦作加速
度 凝成一盘棋助力更出彩》

《焦作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隆重开幕》为题，对
当天的会议新闻进行了综合报
道，为我市着力打造“精致城
市、品质焦作”，加快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市，谱
写高质量发展的焦作篇章凝聚了
更大力量。

为了进一步展现全市上下过
去一年取得的喜人成果，本报还
积极通过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焦作发布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
台，对《焦作日报》刊登的各县
（市） 区、市直单位、企事业单

位新闻稿件，进行了集中制作、
推送，激励全市上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努力为焦作高质量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同时，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还专门开设了 《两会 C 位》 专
栏，集中推送了代表、委员在两
会上提出的有关改革、创新、民
生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
广大市民、网友的充分肯定。

“希望各位代表、委员多提利国
利民的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创
新，精品城市、智慧城市、宜居
城市一定会快速实现，让市民增
强幸福感、自豪感。”网友@嘉
鸿说。

本报全媒体矩阵 全方位报道两会新闻

本报记者 赵改玲

焦作英雄“惊动”《人民日报》

3 月 1 日 13 时 14 分，《人民日报》 以
《致敬身边的英雄！救护车侧翻，他们用
清障车救人》为题，报道了近日发生在我
市街头的感人新闻。截至 3 月 2 日中午，
该条新闻阅读量突破千万次，点赞20973
条，评论1999条。网友“比彭于晏还帅的
男朋友”留言：“我们焦作人棒棒哒！”网
友“绒毛蒲公英”说：“为大河南点赞，
为大焦作点赞！”

继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焦作日
报》《焦作晚报》、新华社微博、新华社客
户端报道后，《人民日报》也出手了。

暖新闻是这样出炉的

那么，这条暖新闻是如何出炉的？
2月23日下午，记者接到焦作日报新

媒体小编来电，他们看到《焦作晚报》校
对王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张
一辆载有病人的救护车被出租车撞翻的图
片。

载有病人的救护车被撞翻，这就是新
闻。病人情况如何？是否影响救治？焦作
日报新媒体小编及时通知记者采访。当天
是周六，王莹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给
记者讲述事发现场的情况。当晚，焦作日
报新媒体就推送了这条新闻。

当天 21 时 30 分左右，正在市人民医
院看护父亲的焦作日报社摄影部主任赵耀
东得知，救护车是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在车祸发生后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
保护病人。赵耀东意识到，这是一条很好
的暖新闻，及时通知记者当晚采访。在赵
耀东的指导下，这篇暖新闻及时出炉。

凡人英雄就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采
访完后，这个念头从记者的脑子中冒出，
为稿子定了基调。

2月24日晚上，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及时推出新闻后续，当晚阅读量破万。
如果说，救人是众人合力的结果，

这条新闻的出炉也是本报采编人员合力
的结果，体现了焦作融媒体的优势，是
采、编、校人员共同烹制出的一道新闻
大餐。

焦作：好人之城

热心助人，这似乎是焦作人的“基
因”，已融入不少焦作人的血液里，也让
焦作经常发生“小城大爱”的故事，成为
宣传焦作的名片。

让记者来梳理一下近几年被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的焦作正能
量吧！

司机生病，乘客相救。2015 年 4 月 9
日，我市公交车司机任玉石开公交车时突
发心梗，他强忍着病痛，把车停在站台，
示意乘客下车。同样令人动容的是，很多
乘客并没有下车，有人拨打120，一名中
年女性乘客还给他提供速效救心丸。正是

乘客的携手相救，让任玉石跑赢了“死
神”。

药品有价，医德无价。2018年7月27
日，马村区人民医院医生赵飞琴，开出只
有0.19元的药方，被赞良心药方。

生 死 接 力 营 救 ， 彰 显 城 市 温 度 。
2018 年 11 月 2 日 11 时 46 分，在市人民
路，一名3岁男童突发疾病，赵耀东、民
警以及素不相识的路人化身“超人”，仅
用9分钟就将孩子送往医院，使得孩子转
危为安。

礼让斑马线、公交车上主动让座，这
些感人的举动，在焦作更是常见的场面，
有着满满的正能量。有市民说：“焦作就
是中，焦作人就是中！”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这些
发生在焦作的真实版爱心故事、暖心故
事，这些凡人英雄的不断涌现，让我们相
信，他们就是我市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的“硬核”，他们让焦作更美好、
更出彩。

千万次阅读量！新华社、《人民日报》接连报道
焦作街头的“英雄联盟”焦作人就是中！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昨
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了上周
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最受关注
的微新闻为《十一届焦作市委第
八轮巡察正式启动！5个巡察组
分别进驻……》《热心市民质疑
路面设计，提醒过往的焦作市民
注意行车安全》《紧盯目标，补
齐短板！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全市

“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现场会
上强调……》《全国两会焦作之
声|专访焦作市市长徐衣显：推
动郑焦深度融合，跑出“双城”
发展“加速度”》《众人在焦作
街头跟公交车杠上了？市民竟一
致称赞？！竟因为……》。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注
的微新闻为 《最新消息！焦作
龙源湖公园升级改造工程即将
启动，白沙滩、木栈道、雨水
花园……》《权威发布！2019河
南省考公告已经公布，焦作岗
位表出炉！计划招考……》《全
国两会焦作之声|专访焦作市委
副 书 记 、 市 长 徐 衣 显 ： 聚 焦

“南北双城”，打造郑州大都市
区现代产业新高地》《重磅！事
关焦作所有学生！2019 年全市
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透露这
些重要消息……》《全国两会焦
作之声|央视报道！焦作这位全
国人大代表的发言，引发国人关
注！》。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