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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8 日，解放区
委书记吴军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
工作。区领导赵海燕、石文明、
王宏伟、郭全成、蒋凯丰、侯向
阳、孙迎新、魏海晓、周胜利、
李义本、赵威、苏健出席会议，
各街道、健康产业园区和区直相
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
调，要认真学习、深刻领悟，并
贯穿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和各领域、各环节，落实在做好

方方面面的具体工作中。要树牢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
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
线，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要深入抓好政治建设，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
力。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创建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工作推进大会精
神，听取了全区贯彻落实意见的
汇报。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

按照全市的工作部署，不折不扣
地将任务落到实处。要突出重
点，全力推动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加快南
太行省级森林公园、口袋公园、
辖区沿河沿岸游园景观等建设。
要压实责任，按照年度创建目标
任务，制订具体方案，细化任务
台账，明确工作责任，开展督导
检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创建任
务。要加强宣传，做好绿化专题
报道，推出先进典型，营造全员
参与的浓厚氛围。

会议传达学习了2021年全市
党校 （行政学院） 校 （院） 长会
议精神，听取了全区贯彻落实意

见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强化政
治引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校办学治校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把牢新时代党校工作的正确
方向。要转变思路，创新办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建立人才队伍，
科学制订教学和培训计划，设置
教学内容，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培
训，不断提高办校质量，进一步
彰显特色，打造亮点，探索城区
党校发展的“解放模式”。

会议安排部署了节后重点工
作。会议强调，要迅速收心归
位，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落
实好各项决策部署，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及早部
署、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围
绕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建设、常
态化创建、疫情防控、民生保
障、安全稳定等方面，合理进行
工作任务安排，抓好统筹协调推
进，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作
风、提高效率，进行营商环境系
统改造，密切党群关系，推动干
部作风持续向好。要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责任，全力推进各项工
作任务落实到位。要进一步加大
督导检查力度，以严的氛围、严
的要求、严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 （张璇）

解放区委常委会议召开

本报讯 2月19日，解放区与焦煤
集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区委
书记吴军出席仪式并致辞，区委副书
记、区长赵海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魏海晓，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
赵威，副区长袁弘胤等出席签约活动。
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世义出席
仪式并致辞，焦煤集团总经理皮大峰主
持仪式。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陶鹏、总
会计师葛倩、副总经理李宇峰等出席签
约活动。

吴军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

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解放区发展的焦煤
集团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来，
解放区围绕“生产性服务业抓突破，生
活性服务业抓转型提升”战略思维，相
继建成五个专业园区，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在全市争当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品质城市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排头
兵。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共享发展机遇、共担时
代使命，深化科技创新、项目建设、人
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

魏世义在致辞中代表焦煤集团对解
放区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魏世义指
出，焦煤集团作为一家百年国有企
业，产业遍布煤炭、电力、建材、化
工、房地产开发、文旅商贸、医疗、
教育等领域，产业优势突出，技术实
力雄厚，产权单位众多，土地资源丰
富，发展潜力巨大，为双方合作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

仪式上，赵海燕与魏世义进行了签
约，与会领导鉴签。

（全梦瑶）

解放区与焦煤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翟倩倩 通讯员庞瑞
喜）近年来，解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
科技为支撑、以“美丽楼院”创建为载
体、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构建“共
建共享、治理高效、社会协同”的基层治
理体系，健全“幸福楼组—美丽楼院—
善治街区”全方位治理格局，全面推进
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信息化建设。

“ 美 丽 楼 院 ” 创 建 获 得 新 突 破 。
2020 年，解放区“美丽楼院”创建在

“334”协商治理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建
立“134”工作模式，先后打造出怡和
苑等一批新的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明
星楼院，解决了居民关心的地面破损等
民生问题，获得居民的高度认可。

“幸福楼组”建设取得新成效。在总
结40余个试点楼院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将“幸福楼组”建设与“美丽楼院”创建统
筹推进。各楼院选准居民喜闻乐见的创
建载体，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家门口的温
暖和幸福。2020年，全区累计打造“先锋

楼组”等十大类457个“幸福楼组”，实现
了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

“善治街区”建设实现新发展。以
“334”楼院协商治理模式为基本原理，
按照选点规划、成立组织、协商治理、
打造特色、共商共治的步骤，选准打造
点，连片辐射，以统一风格、统一标准
规划设计，打造整个街区的特色品牌，
实现“一街一品牌”。

“ 智 慧 楼 院 ” 建 设 增 强 新 动 力 。
2020年7月，“智慧楼院”建设工程全面
开启，搭建起“四库一平台”基础模块
和应用场景，全面提升社区（楼院）的
安全防范能力。

社区治理上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翟倩倩 通讯员陆雅楠、刘
相宜） 2 月 20 日上午，焦作市 2021 年第一批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解放区分会场暨虚拟世
界文旅欢乐园项目开工仪式举行。区文化体制
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阮长喜出席仪式，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魏海晓宣布项目开工，区直相
关部门、焦西街道、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参加活
动。

据悉，虚拟世界文旅欢乐园项目总投资5
亿元，该项目内容包括焦作电厂游泳馆、体育
馆及其西邻料场、三产办公楼等。项目通过专
业团队设计和策划，精心打造虚拟世界大剧
院、火车文化主题公园、虚拟世界娱乐长廊、
音乐喷泉文化广场等九大版块，致力打造我市
全域旅游的“新地标”，进一步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市创建。

此次解放区集中开工的20个项目，总投
资47.97亿元，其中产业发展类项目2个、社
会民生类项目10个、新基建项目3个、新型城
镇化项目5个。这些大项目、好项目的开工建
设，将为解放区“十四五”开好局奠定坚实基
础，为解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项目开工现场，焦西街道负责人表示，
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意识，凝心聚力、苦干
实干，全力以赴为项目主体提供“零距离”最优
服务、创造“无障碍”最佳环境，奋力掀起新一轮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建设热潮。

20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翟倩倩 通
讯员王琦）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植树播绿，正当其时。2
月18日上午，解放区委书记吴
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海燕
带领区五大班子领导及区直单
位干部职工，到南太行省级森
林公园入口北部道路西侧，开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以实
际行动掀起全区春季植树热潮。

一到达植树现场，吴军、
赵海燕就拿起工具迅速投入到
植树活动中，扶苗、培土、夯
实、浇水，各道工序做得认真
细致、一丝不苟，现场呈现出
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植树间隙，吴军不时与相
关部门负责人交流，仔细询问
树木的生长环境、栽培技术和
植护管护等情况。他指出，春

季是植树造林的好时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进一步增强生态意识，抢
抓有利时机，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全力做好植树造林工
作。要坚持造林与管护并重，
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
树苗种植一片、成活一片、绿
化一片。要广泛宣传发动，精
心组织实施，形成全区动员、
全民动手、共同参与的造林绿
化新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据悉，这次义务植树活动
中，共有 150 余人参加，栽植美
人梅400余棵。此外，该区在上
白作街道春林村北孙真庙西侧
同步开展了市直机关春季义务
植树活动，共涉及市直机关 11
个系统134家单位，2万余名干
部职工共植树4.9万余株。

解放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为丰富市民的新春文化生活，连日来，解放区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景区、游园开展节庆活动，营造祥
和、喜庆、安全的节日气氛。图为2月20日，焦作影视城广场举
办戏曲演出活动，为喜欢戏曲的朋友献上精彩的节目。

马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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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石媛媛

手检、实名制验证、问询、
检票、接车、站台引导、天桥引
导……春节期间，家住新乡市的铁
路客运员倪润芳在焦作火车站坚守
岗位，就地过年。千真万确，近日
她被新华社推荐到视频首页了。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
日，是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但

有这样一群人，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们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就地过年，
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
南来北往的人们送上回家的列车，
守护他们的幸福团圆。其中就有春
运守护人——铁路客运员，来自新
乡市的姑娘倪润芳就是其中一员。
因为疫情的原因，她今年选择留焦
过年。

虽然工作量是平常的几倍，可
小倪说：“每天都会接触到来自各

地的旅客，把他们平安送达到目的
地，和亲人团聚，我们的心里就非
常高兴。”

工作结束后已是深夜，央视春
节联欢晚会里的新年倒计时已经开
始……倪润芳来到休息室，摘下口
罩和防护面具，整理整理头发，然
后掏出手机给爸爸妈妈录一段新年
祝福的视频，别看她平时乐呵呵
的，一说为家人录视频，眼泪就出
来了。她整理好情绪，准备了好几

次，才打开手机录视频：“爸、
妈，今年过年我不回去了。我在焦
作挺好的，请你们放心，新年快
乐！”

小倪的故事被焦作日报现场云
报道后，被新华社推荐上了视频首
页。

今年，“手机上的新年”已成
为春节“云”过年的聚焦热点。焦
作日报现场云以《我在焦作，挺好
的！》 为主题，围绕年俗、年庆、

年味、年事等主题开展现场云专题
报道，在守望相助中一起“云端”
过年，您被暖到了吗？

又萌又暖的倪润芳被新华社点名
本报记者 赵改玲

“铁棍山药就大葱、就大葱！”2021 年
央视春晚里，孙涛、秦海璐等人表演的小
品 《大扫除》 中的这句台词，让看春晚的
焦作网友不禁会心一笑。

很多人没想到，铁棍山药会以这种方
式上央视春晚，让央视春晚也有了焦作元
素。

铁棍山药能在央视春晚风风光光地露
脸，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想当年，怀山药、怀牛膝、怀地黄、
怀菊花四大怀药被无数名医列为上品，以
药材道地、疗效神奇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医
药文化的瑰宝，独领风骚数千年。怀山药
是四大怀药之首，铁棍山药又是怀山药里
的上品，不简单吧？

尤其是近年来，每年春节，在焦作城
乡，不管是塞满的汽车后备厢，还是流动
的“亲情包裹”里，都少不了铁棍山药的
身影，寄托了人们的乡愁、亲情。

此心安处是吾乡。今年，为响应倡
议，很多人选择就地过年。市民辛莹给在
海南过年的父母寄去的家乡特产中，就有
温县铁棍山药。她的父母不仅自己吃，还
让当地的邻居们品尝来自焦作的“神仙之
食”。

春节前，京东相关数据显示，地方特
产成了抢手货。其中，在河南特产中，铁
棍山药的销量名列前茅。

划重点！铁棍山药怎么吃才好吃呢？
其实，铁棍山药就像“全民偶像”一

样，和很多菜都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在温县，记者看到，铁棍山药有做成

宫保味的、鱼香味的、咖喱味的、糖醋味
的等。将山药掺进鱼胶里做成莲蓬的样
子，再把山药掺进竹荪里做成莲藕，一盘
舌尖上的“荷塘月色”就完成了，栩栩如
生，意境深远。把山药一头去皮削尖，一
支如椽大笔浑然天成。用橙汁和蓝莓酱浇
在山药做的白煤球上，不仅颜色好看，造型还非常可爱。它
还可以变成长相白净、巧笑倩兮的“雪媚娘”，可以化身成
可爱的福袋，可以成为萌版太极八卦图、向日葵，有的好吃
又好玩，有的诗意满满，还有道菜是将山药和其他菜组合，
呈现出夏威夷风情……可甜可盐的山药宴，是不是让你爱
了？

目前，超市里能买到的还有山药粉、山药挂面、山药月
饼、山药锅巴等。真可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夏雨清枫”说：铁棍山药蒸吃蘸白糖、拔丝铁棍
山药、铁棍山药小米粥，都是馋人的美食。温县垆土铁棍山
药，道地极品天下闻名，堪称山药中的“战斗机”！

网友“孙宏坚”说：铁棍山药，名满天下。春晚扬名，
享誉华夏。河南焦作，人杰物华！

网友“萍水相逢”说：我做的山药馍，也是一绝！里面
有山药、鸡蛋、白糖、面粉、奶粉和黑芝麻，集软、甜、香
于一体的健康美食，那叫一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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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我
市两会召开在即，市会议中
心、接待宾馆的卫生状况如
何？达到接待标准了吗？2 月
18日，新春开工第一天，市卫
生计生监督局组织公共卫生科
业务骨干，对市会议中心及接
待宾馆进行了检查，为保障今
年我市两会召开的公共卫生安

全进行积极准备。
卫生监督员对市会议中心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系
统、出风口、回风口、风机盘管
等部位的清洗消毒情况进行了
监督检查；对接待宾馆的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消毒间的设施
及运行情况、饮用水安全等内容
逐一查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为市两会护航

网友【三木】：感冒了，能
献血吗？

市中心血站：感冒实际是
上呼吸道感染，我国《献血者
健康检查要求》中规定上呼吸
道感染病愈未满 1 周者暂不能
献血。这是因为在感冒期间身
体处于不适状态，如果有发
烧、咳嗽等症状时，血液中粒
细胞、淋巴细胞计数也会发生
改变。如果是严重的感冒，还
需要依靠药物来治疗。常见的
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扑热
息痛） 等药物，会有降低凝血
功能的效果。因此，感冒时要
暂缓献血。

那感冒后多久才可以献血
呢？献血者应在感冒痊愈 1 周
以后，再进行献血。但是若献

血者服用感冒药物则建议在停
药 1 周以后再参加献血。这是
因为任何药物在发挥作用的时
候都会在血液中留下它的代谢
产物。它们在服药者的身体里
微不足道，但可能会对用血者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了临床患者用血安
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都不
可以献血。服用感冒药、抗生
素、降压药、降糖药……哪怕
是喝了药酒或中药，都不适合
去献血。

是不是只要没有服药就可
以献血呢？当然不是，而是要
符合应有的要求。另外，如果
您有高血压、糖尿病，为了献
血把药停了，也是不可取的。

李天华 整理

感冒了能不能献血？

本报记者 朱颖江

网络信息时代，有些人会为了博眼球，不惜无中
生有捏造事实，给他人的生活带来麻烦，或消费大家
的爱心，挑战道德底线。其实，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
了法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散播谣言一样
要受到法律的处罚。

报载，杭州一女子在取快递时，被小卖部的男老
板偷拍。随后该男子和朋友以“女业主”“快递小哥”
的身份捏造暧昧微信聊天记录，并将偷拍的视频和微
信聊天截图发至微信群。这段捏造的对话很快发酵，
该女子被公司劝退，工作面试也接连失败，她被朋友
议论，被网友谩骂，一度无法生活。最后，该女子选
择报警求助。

杭州市余杭警方对此事进行通报，并对郎某某、
何某某诽谤他人的行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事
后，受害的女士称此事对自己影响很大，至今无法工
作，而造谣者只被行拘9天，已回归正常生活。她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警方公布事件始末，网友谴责造谣者，更希望严
惩造谣者。网友“山鹰翱翔”说，受害人能够站出
来，拿法律来保护自己，仅此一点就值得点赞。严惩
造谣者才能以儆效尤，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可气的是，造谣者被处罚的时候，竟然称自己只
是“开玩笑”，这样的理由和借口简直是对法律的藐
视，作为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一些看似无碍的谣言通过
网络传播后，会引发信任危机。网友“刘先生”说，
近年来，每逢高考、春节，“捡到某人高考准考证求转
发”“捡到某人火车票求转发”等消息就成了朋友圈的
热点。当骗局被揭穿，大家意识到上当，而面对真消
息时却选择了“屏蔽”。

另一方面，有些网友认为在现实中不能表达的，
在网络上便可随心所欲地乱说，而不管是否违背道
德、触犯法律。殊不知，网络空间从不是“法外之
地”，网络江湖亦不是“丛林世界”。

河南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牛春生说，网络上的开
放和自由也必须以遵守法律法规为前提。依法治理网
络空间，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民合法权
益，促进互联网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之举，更
符合亿万网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利益。

据牛春生介绍，《刑法 （修正案 （九））》 增设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
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
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对微信群、QQ群、微博等各类网上交流工具，以及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也
进行了明确规定。

网络不是法外地 莫拿违法当玩笑

网上违法悔已迟。 顾培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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