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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的名贵，世人皆知。汝
瓷烧造之难，却不是每个人都知
道的。汝瓷故乡，有这样的说法：

“要想穷，烧天青”、烧汝窑“十窑
九不成”。韩琴汝瓷研究所创始
人、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琴，硬
是仿制出了汝官窑汝瓷，让那一
抹神秘的天青重现光华。

一块块普普通通的泥巴，经
过韩琴的艺术之手，便成了有着
活生生灵魂的汝瓷。土与火的构
筑，吸取了水的亮色，渗透着火的
灵动。韩琴则把它们复活成一个
高贵纯洁的永恒。正因为汝瓷烧
造难，所以残次品在所难免。汝
窑艺人投入满腔心血，努力烧造
理想产品，但是开窑后，结果并非
都能达到心中的理想，这不断打
击着汝瓷艺人的热情。时间久

了，韩琴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所
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烧制汝
瓷应该像做人一样，怀着平常的
心态，凡事不可强求，一切顺天应
人。况且，汝瓷的所谓“瑕疵”，未
必都是缺点，像人一样，都有或多
或少的特点，有时短处却是优
点。正是汝瓷产品上的脱釉、斑
点，见证了汝瓷在熊熊烈火中不
屈不挠、浴火而生，从一碰即破的
泥坯“陶冶”至坚强无畏、出“污
泥”而不染的天青，不卑不亢，展
示着汝瓷高雅圣洁的情怀。

韩琴说，汝瓷艺术是神奇
的。曾经有一次，她烧造的瓷器
中有两个竟然出现了窑变，有点
类似南方仿烧的花釉，形状还是
类似油滴状的，中间的斑点竟然
是白色的，杯子中还有黑茶叶末
釉和天青釉，这种难得的窑变让

这两只杯子成了珍品。
韩琴不仅让汝瓷重新走向繁

荣，还将新的元素加入到汝瓷当
中，对汝瓷进行创新，烧造出了双

色釉杯子。如今，韩琴的汝瓷盛
满清澈的思想，波光潋滟，让无数
瑰丽的想象奔放。

（王红梅）

韩琴汝瓷，那一抹神秘的天青

本报讯 近日，市第二人民医
院骨科二病区为92岁的高龄肠
梗阻老人实施了髋关节置换手
术。术后第一天，老人就在助行
器的帮助下下地走路，不仅大大
改善了老人的生活质量，还有效
解决了老人长时间卧床而加重的
肠梗阻问题。

92岁的李老汉家住我市宝丰
县。9月初，老人因摔伤导致股骨
颈骨折而长时间卧床。由于原本
就患有习惯性肠麻痹，老人常出
现肠梗阻情况。此次骨折对老人

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长时间卧床
导致老人消化功能下降，肠梗阻
的情况更加严重，并出现食欲下
降、营养差、体质虚弱等情况。

为了治病，老人一家辗转来
到市二院普外科。考虑到老人合
并有骨折卧床情况，普外科医生
联系了医院骨科二病区主任宫爱
民协同会诊。经过详细了解病
情，麻醉科宋主任综合评估，医生
和患者家属沟通后认为：有效治
疗老人股骨颈骨折后不仅能够帮
助患者解除骨折带来的痛苦，而

且老人下地走路还能有效改善生
活质量，增加运动量，从而有助于
肠梗阻情况的改善。

为了让老人能再次站起来，
医生与家属决定和老人一起勇闯
关口。9月 19日晚，宫主任为老
人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术
后第一天，老人精神状态明显改
善，在助行器的帮助下开始下地
站立行走。目前，老人的身体素
质一天天变好，为下一步肠梗阻
的治疗打下了良好基础。

据悉，近期多例90岁以上老

人髋部骨折病例在市二院骨二科
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均取得
满意疗效。宫主任表示，该种手术
对于高龄老人的意义非比寻常。
以往，对高龄老人髋部骨折，一般
采用的是患肢牵引等保守疗法或
内固定手术的方法，失败率高且
长期卧床，易出现并发症危及生
命，而成熟的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有效保障了髋部骨折老人的手术
成功率和好的手术预后，大大降
低了高龄老人髋部骨折后并发症，
护航了生命健康。★ （李莹）

92岁老人勇闯关成功换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全市
老年护理队伍能力素质建设，提
升老龄健康护理服务水平，展示
老年护理行业人性化、标准化、规
范化的整体形象，9 月 20 日-21
日，我市卫计委举行了“全市老年
护理技能竞赛”。市直各医院、各
县区医院共46名选手参加了此
次竞赛。经过理论知识与技能操
作的激烈角逐，市中医院张颖光
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个人奖
项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同时被市
卫计委、市总工会、市红十字会联
合授予“全市老年护理服务技能

标兵”称号。
据了解，市中医院高度重视

护理服务，坚持突出中医特色，不
断提高中医护理技术水平，发挥
中医护理特色优势。为了提高医
院护理人员的中医理论水平，今
年 5月 8日，护理部在全院范围
内开展护理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
能培训，并对参与培训人员进行
中医药知识的理论考试，对于考
试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通过进
行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的强化培
训，提高护理人员中医理论水平，
提升中医护理内涵。

此外，市中医院积极开展了
中医辨证施护和实施中医护理技
术操作，注重中医护理技术创新
和科研工作。各病区开展了具有
中医特色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
导，为患者提供具有中医特色的
专科护理服务。通过中医辨证施
护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体化
护理。护理人员运用视频、墙报、
宣传栏、发放健康指导手册、健康
教育处方、床边指导、疾病自我管
理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生活
起居、饮食指导、用药指导、情志
调理等方面的康复指导，并及时

对宣教掌握情况进行评估，听取
患者意见并及时改进，提高了患
者满意度，提升了优质护理服务
的内涵。

市中医院多项护理工作在省
市卫生系统范围内广受认可：
2016年，在河南省中医药岗位技
能竞赛中，市中医院选手获得二
等奖；在平顶山市中医药岗位技
能竞赛中，该院选手获得一等奖，
并荣获市级“五一劳动奖章”。据
悉，目前，该院共有6名护理人员
获得市级“五一劳动奖章”。★

（李莹）

市中医院在全市老年护理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尿频、尿急、尿痛、小肚子
胀……你被这些前列腺问题困扰过
吗？有的患者发病时急得到处找厕所，
还常常频繁起夜彻夜难眠。记者近日
采访获悉，“前清宝男性前列腺健康援
助活动”即将启动。有前列腺困扰的患
者可前去市区优越路与劳动路交叉口
南80米路东的前清宝店进行咨询预约。

据了解，为回馈患者，“前清宝男
性前列腺健康援助活动”自 10月 11日
起全面启动，现征集30名患者免费进
店体验前清宝，对低保或者身患残疾
的弱势群体还将给予减免措施。为保
证每位前列腺患者都能得到最佳体
验，活动限时3天（10月 11日－13日），
每天只接待10名患者。

据介绍，天气变化极易使交感神经
兴奋性增强，导致前列腺腺体收缩，腺
管和血管扩张，造成慢性充血、尿道内
压增加，使前列腺疾病发作。加上不少
男性喜烟好酒，爱食辛辣油腻，更加重
了前列腺气血的瘀滞。前列腺问题看
似小病，其实不然。前列腺最主要的影
响在排尿方面，很多患者因为尿频尿
急，不敢出门，出不了门。前列腺如果
出了问题，还会影响男性性功能。治疗
目前多半是口服西药，副作用大。

前清宝店是一家前列腺养护机
构，通过“三维一体”的综合养护方式，
帮助众多前列腺患者解除痛苦。前清
宝自从进入我市，就一直秉承先体验
后购买的原则。★

前列腺健康
援助活动启动
前清宝可免费试用

本期继续展示中原证券“赢在中
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的选手情况。
选手信息来自中原证券平顶山新华路
营业部。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star? long
总收益率：328.51%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安凯客车50200股
选手昵称：xia666
总收益率：209.64%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宝泰隆5000股 方大炭

素68000股 健帆生物100股 康泰生物
200股

选手昵称：马文杰
总收益率：197.49%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太平洋3395股 丰华股

份500股 创意信息3200股 津滨发展
1600股

银都股份1000股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杜杜
总收益率：351.08%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盛屯矿业10000股 瀛通

通讯10000股
选手昵称：伟大
总收益率：181.19%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仓股票：均胜电子 155262 股中

鼎股份63200股 天目湖1000股
选手昵称：韦晨
总收益率：113.23%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持仓股票：空仓
投资者可通过中原证券网（www.

ccnew.com）大赛专区、财富中原微服
务微信平台（微信号：ccsccfzy）直接报
名参赛，并可查询赛况、关注选手了解
高手操作思路、定制参赛高手的实时
操盘信息等。大赛热线电话：中原证
券 平 顶 山 新 华 路 营 业 部 0375-
7695062。（李雅卓 牛哲）

“赢在中原”
理财大赛选手展示

转眼间，2017年已经走过
了四分之三的路程。前三季
度，A股总体呈现冲高回落再
震荡上行的格局。上证综指和
深 证 成 指 分 别 实 现 7.9% 和
8.94%的累计涨幅。

在全球主要市场中，A股
表现可谓“不温不火”。在跑输
恒生指数、纳斯达克、道琼斯、
标普 500、德国 DAX30 等主流
指数的同时，沪深股指超越日
经225、英国富时100和俄罗斯
RTS 指数。截至 9 月 29 日收
盘，中国股市总市值达到56.93
万亿元，稳居全球资本市场“第
一阵营”。 新华社发

A股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