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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1 月 13 日电(记者廖君、王自
宸)厕所虽小，展现乡村振兴的民生与文明；如
厕事微，关乎农民生活的体面与尊严。近年来，
武汉市黄陂区大力推进全域“厕所革命”，实现
卫生厕所普及率突破 90%，城乡人居环境有效
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明显提高。

“过去农村厕所不分男女，都是集体露天蹲
坑，不仅苍蝇蚊虫到处飞，连屋顶也没有，遇上
下雨还会粪水四溢，上厕所让人非常难受。”回
忆起 10 年前的农村厕所，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
街工委副书记陈红明一脸无奈。

陈红明告诉记者，有一年春节，一位城里嫁
过来的媳妇走进村里的厕所后，看到“惨不忍
睹”的如厕环境直接吓得跑出来，以至于宁愿憋
着也不愿再进去。因为厕所的事，很多在外打工

的年轻人都不愿回家过年。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武汉黄陂区主要

负责人认为，厕所是最急需的文明，必须像重视
客厅、餐厅一样去重视厕所、打理厕所。

一场“厕所革命”悄然打响。自 2015 年开始，
武汉市黄陂区试点农村公共旱厕的改造工作，当
年完成农村公共旱厕改造 183座。在此基础上，
从 2016 年起，武汉市黄陂区连续 3 年将农村厕
所改造纳入区政府为民办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其
中，2016 年完成农村公共旱厕改造 1000 座，
2017年再度改造农村旱厕 1000座，2018年则提
出改造村湾公共旱厕 1000座、户厕改造 4万座。

武汉市黄陂区农村公共旱厕改造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区政府副区长杨汉明介绍，所有厕所
改造都必须做到“四有”标准，即有屋面、有水

冲、有照明、有洗手盆。新建和改造厕所必须有
顶，地面必须进行防渗处理，同时做到易洁、防
滑，颜色协调，独立蹲位。此外，还要求做到室内
保持通风无臭，清洁无蝇蛆，贮粪池密闭有盖，
不渗、不漏，便于取粪和适时清除粪便。

记者在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泊沫村潘家
湾看到，村头村尾各建起了一座美观、环保的公
厕，约 60 平方米的公厕内，蹲位间设置 1 米多
高的隔板，干净的瓷砖、白净的便池，洗手台上
还装有镜子，让人使用起来格外舒心。“农村厕所
像城市的厕所一样干净，外来媳妇的‘厕所恐惧
症’自然痊愈了。”陈红明笑着说。

“厕所革命”的推进，让群众有了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68 岁的老农汪良海告诉记
者，在政府支持下，他家的厕所进行了装修，还
安上了化粪池，过去踩着两块砖上厕所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粪水经过化粪池发酵后变成了上
好的农家肥，用来种菜肥效特别好。

政府倡导，推进全域化；规划引导，建设标
准化；服务主导，功能人性化；部门指导，管理规
范化。黄陂区“厕所革命”逐渐落地开花。武汉市

黄陂区主要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来，黄陂区政府
投入资金过亿元用于农村厕所改造。截至去年
10月底，黄陂区 25 . 76万户农户家中卫生户厕
普及率突破 90%，全区 589 个行政村已经建设
完成 2183座农村公厕，并能够持久维护。

小小厕所，牵着民生，连着文明，更蕴含商
机。武汉市黄陂区旅游委行业科科长王崇洁说，
黄陂区内景点众多、自然生态环境好，距武汉中
心城区车程仅 1小时，良好的区位优势让黄陂区
全域旅游迅速发展，特别是农村如厕难问题得到
根本解决后，每年吸引上千万游客前来旅游观
光，以美丽乡村为主题的农业生态游迎来发展高
潮，农民收入更是水涨船高。

“厕所革命”是对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和环
境保护的深刻革命，它不仅帮助群众养成文明
如厕的良好习惯，更有助于广大群众工作生活
环境的改善，不断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武汉市黄
陂区主要负责人表示，未来黄陂区将加大“厕所
革命”推进力度，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全
区彻底告别农村旱厕，不断探索满足百姓民生
需求、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黄陂：“厕所革命”让群众“方便”更方便

新华社沈阳 1 月 14 日电 2019 年 1月 14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
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 (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以下简称谢伦伯
格)走私毒品案依法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
当庭宣判，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
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8 年 11月 20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驱逐出
境。谢伦伯格不服，提出上诉。12月 29 日，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辽宁省人
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
为从犯和犯罪未遂并从轻处罚明显不当，经审
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
法院重新审判。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了
新的犯罪事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
组成合议庭，对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凯姆、史
蒂芬与“周先生”(均在逃)等人实施有组织的国
际贩毒活动，控制着中国境内平安银行、招商银
行的两个账户，为其毒品犯罪提供资金支持。
2014 年 10月中旬，凯姆雇佣翻译许某为其工
作，指使许某到大连市租赁仓库、订购轮胎，接
收“周先生”、简祥荣(因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
毒品罪被另案判处无期徒刑)从广东省运往大
连市的藏有 222 包冰毒的 20 吨塑料颗粒并放
入仓库，同时告知许某，将委派一名外籍人士处
理此批货物。11月 19 日，凯姆指派谢伦伯格到
大连与许某会合，拟将毒品藏匿在轮胎内胆中
走私至澳大利亚。此后，谢伦伯格要求许某带其
购买了用于将毒品与轮胎内胆重新包装的工
具，订购了轮胎、内胎和二手集装箱。谢伦伯格
查看货物、评估工作量后，将船期由 11月更改
为 12月。27 日下午，谢伦伯格给麦庆祥(因运
输毒品罪被另案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打电

话，要求其帮助另找仓库存放毒品。麦庆祥随后
给大连仓储经营商户打电话联系仓库事宜。29
日，许某向公安机关报案。谢伦伯格察觉后，于
12 月 1 日凌晨离开酒店前往大连机场准备逃
往泰国。途中，谢伦伯格扔掉手机 SIM 卡、更换
新的 SIM 卡。当日 13时，飞机经停广州时，谢
伦伯格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公安机关查获
的 222 包冰毒净重 222 . 035 千克。

经审理还查明，2014 年 11月中旬至 12月
初，“周先生”指使简祥荣两次雇车将混装有毒
品的货物从广州运至杭州，简祥荣、史蒂芬、麦
庆祥分别负责接运。12月 5 日，公安机关将麦
庆祥抓获，查扣 501 千克冰毒。在上述犯罪期
间，凯姆、史蒂芬与“周先生”等人控制的两个账
户多次向简祥荣、麦庆祥等人账户转款用于相
关支出。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物证照片、书证、现场
勘查笔录、毒品鉴定意见、另案被告人供述、证

人证言等证据，证人许某出庭作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谢伦伯格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
222 .035千克，其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
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且系犯罪既遂。根据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审判长在宣告判决时，当庭告知被告人如
不服本判决，有权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
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依法保障了被告人
在诉讼过程中的辩护、翻译等各项权利。开庭前，
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通知了加拿大驻华使馆，
该馆官员到庭旁听。各界群众、部分中外媒体记
者 50余人旁听了庭审和宣判。

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 222 .035 千克，系主犯

加籍被告人谢伦伯格被依法判处死刑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14 日电(记者樊攀、
乌梦达)“我还记得护士阿姨给我讲故事，还给
我糖吃。”10 岁的维吾尔族女孩美合日班·米热
西木只来过一次北京——— 2013 年，在北京市援
疆和田指挥部帮助下，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先
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

5 年多过去，这位女孩过得怎么样？
美合日班就读于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阿克

萨拉依乡库木巴格小学。冬日的和田气温与北

京相近，阵阵寒意却抵挡不了美合日班与同学
们在课间的嬉闹，一样灿烂的笑容，一样快乐地
奔跑，很难想象她曾患有先心病。

“你还记得到过北京吗？”“记得。”面对陌生
人，美合日班起初略显羞怯，当聊到北京、聊到
北京的叔叔阿姨时，女孩渐渐敞开心扉。

“手术前，我经常肚子疼、头晕。”2012 年，
美合日班因一场感冒被诊断出患先心病时，正
是收麦子的季节，这给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看到爸爸妈妈哭了，我当时想，长大一定
要做个好孩子，不让他们再哭了。”美合日班说。

北京援疆大夫、首都儿科研究所医生丛晓
辉介绍，由于产前检查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和田
地区成为儿童先心病高发地区。这种病如果不
能得到及时治疗，将影响患病儿童生长发育。

2013 年起，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组织
实施“心之爱”和田地区贫困家庭儿童先心病
免费救治项目，将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带到
北京安贞医院手术。家庭贫困的美合日班成
为第一批来京手术的患儿之一。

“没想到手术完 7 天，就可以回来了。”5
年多前陪女儿进京手术的父亲米热西木·乌
布力喀斯木说。

看到女儿不再受疾病困扰，这位淳朴的
汉子显得有些激动：“要感谢党，谢谢北京的
好政策，让孩子能够免费到北京治病。”

一台跨越 4000 多公里的手术不仅拯救
了孩子的生命，更改变了孩子与家庭的轨迹。

如今的美合日班是父母的骄傲。走进她
家，几张“三好学生”奖状贴在醒目位置。班主
任卜海迪其·阿卜杜拉介绍，去年底的一次考
试，美合日班排在第二名。“她很热心，谁没有
笔、本子，她都乐于把自己的给别人。”

米热西木·乌布力喀斯木一家目前正走
在脱贫致富的路上，擅长木工活儿的他，越来
越意识到教育对家庭未来的重要性。“我希望
孩子能好好上学，我会一直供她上学，哪怕读
硕士、博士都没问题。”他说。

美合日班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一位语文老
师。她在作文里这样写道：“一定要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

据统计，2013 年来，“心之爱”项目已投
入资金 649万元，91 名患儿因及时手术治疗
康复痊愈。

那个患先心病的和田女孩怎么样了？
来京先心病手术儿童回访记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
电(记者涂铭、乌梦达、鲁畅)
地区生产总值超 3 万亿元，
站上新台阶；空气质量、水环
境进一步改善，天更蓝、水更
清；商品住房价格保持稳定、
“房住不炒”得到落实……
14 日公布的北京市政府工
作报告，透视出过去一年北
京的一系列新变化。

相对于老百姓的期待，
以及“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的目标，北京治理
“大城市病”任务依然艰巨，
今年又将给出哪些实招？

治 理“大 城 市

病”关键靠“减法”

曾经，北京聚集了大量
非首都功能，城市体量不断
扩张，人口稠密、产业集聚、
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堪忧的
“大城市病”让这座特大城市
不堪重负。如今，北京明确定
位，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作
为全国第一个提出“减量发
展”的城市，北京逐步实现从
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
谋发展的转变。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去年，北京城乡建设用地
全年减量约 34 平方公里；退
出一般制造企业 656 家，疏
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 204
个；拆违腾退土地 6282 公
顷。

2019 年，北京还将继续
在“减法”上做文章。按计划，
北京将制定城乡用地减量实
施方案，全年减量 30 平方公
里以上；退出 300 家以上一
般制造企业，疏解提升市场
和物流中心 66家；拆违腾退
土地 4000 公顷。

更多的非首都功能，将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
向河北、天津疏解转移。今年
北京将在河北雄安开工建设
4 所“交钥匙”学校、医院，实
现京雄城际北京段开通使
用，切实做到“雄安新区需要
什么就主动支持什么”。

截至 1月 11 日，北京市
级机关第一批 35 个部门、
165家单位已主体搬迁至北
京城市副中心。今年，北京还
将推进城市副中心剧院、图
书馆、博物馆建设，抓好一批
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谈绪
祥介绍，今年要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牢牢牵住疏解非
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
突破，开拓高质量发展重要
动力源。

坚决打赢环境、

交通治理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持续加强生态保护、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百姓头疼的顽疾。

数据显示，2018 年，北京细颗粒物(PM2 . 5)年
均浓度同比下降 12 . 1%，全年首次无持续 3 天及以
上重污染；密云水库蓄水总量超过 25 亿立方米，创
近 20 年新高；新增造林 26 . 9万亩。

加快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美丽北京，
已经成为今年北京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北京
将继续攻坚，把柴油货车治理作为大气污染重中之
重，严格落实河长制，新增造林绿化 25 万亩、构建
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圈、推进生态沟域建设……

北京市人大代表、百度公司副总裁王璐说，北京
把大气治理的功夫下在平时，一年来淘汰了不少高排
放车辆、使用清洁能源供热，不同地区也根据实际摸
索出喷洒降尘等多种“攻坚”妙招，保住了更多蓝天。

在交通改善方面，北京的目标是中心城区绿色
出行比例达到 74%。为此，更多举措将保障绿色出
行：轨道交通总里程在 2018 年 636 . 8 公里的基础
上再增加 62 . 5 公里、建成公交专用道 40 公里以
上、完成 850 公里自行车道治理……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周楠森
说，目前，北京地铁已经规划区域快线 S6 线，这条
线路连接副中心与其他区域。此外副中心内部还规
划了多条加密线，按照平均 500 米到 750 米半径范
围布局地铁站，从而加大服务范围，提高效率。

用民生获得感检验治理成效

生活更方便、住房有保障、教育更均衡、养老更
完善……这是北京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的共同心
愿。城市“瘦身”后，如何让精细化管理深入人心，深
入北京市民百姓的生活？2019 年，北京市将在民生
问题上不断发力。

尽管北京今年拟大幅调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预期，政府要过“紧日子”，但民生保障仍要做
“加法”。市级财政拟安排教育支出 381 . 4 亿元、科技
支出 314 . 1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94 亿元、
卫生健康支出 170 . 7 亿元等，均同比增长。

在朝阳区，大尺度的疏解腾退带来了大量空
间，“变身”为百姓的后花园、便利店。去年，朝阳区孙
河乡首家社区便民商业中心正式开业，中心聚合了
生鲜类综合超市及家政、早餐等便民服务业态，可
就近服务方圆 3 公里内的约 10万居民。

2018 年，北京建设提升基本便民网点 1529
个，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今年，北京更多的民生“大礼包”还将继续送出：
将完成中心城区和通州区 739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
提升任务，建设提升基本便民服务点 1000 个；完成
1200 公顷住宅供地，建设租赁住房 5万套(间)，完
成棚户区改造 1 . 15 万户；新增学位 3 万个；新建
150家养老服务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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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邰晓安)一个小小公文
包的变化，能折射出“放管服”改革给企业和群
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几乎每家船舶企业的每艘船都会有一个
公文包，用来装各种证书。”陈明从游船驾驶室
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泛旧的黑色公文包，掏出 5
套证书给记者一个个翻看。
陈明是福建八方海上旅游客运公司的船管部

负责人，该公司经营福州闽江游览项目，目前在营
运的有 7艘船舶。像这样的公文包，陈明有 7个。

按照相关规定，每一艘内河船舶都需要随

船配齐《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等 5 套证才能运
营。陈明把这些证书装在一个公文包里。

“这 5 套证书共含 21 本证，几乎全部都要
定期审验换证，一艘船每年光跑办证就得花 30
多天时间。”陈明说，以前审验换证要分别到水
路运政、船舶检验、地方海事 3 个部门申请办
理，光复印材料就得准备四五十页。

“办证的时候，我要在船只、公司和办事窗
口之间来回跑。”陈明说，每年到了跑办证的时
候，自己都忙得焦头烂额。

2019 年 1月 1 日，福建省港航管理局深化

“放管服”改革，内河船舶证书“多证合一”在
福建省全面推行。陈明用厚厚的 5 套证换来
一本薄薄的《内河船舶证书信息簿》。信息簿
上有一个二维码，执法人员只需“扫一扫”，就
能立马看到船只的所有证书信息。

“不仅需要保管的证书少了，办事流程也
优化了。原来 3 个主管部门我要跑多趟，现在
改为‘一口受理’，就只要跑一趟。递交的材料
少了一半左右，办证时间也压缩到 13 天。”陈
明说，公文包一下子变瘪了，自己的心情也变
得轻松了。

从 5 套 21 本证书到一个二维码
公文包“瘦身”见证“放管服”之变

新华社沈阳 1 月 14 日电
(记者邹明仲、黄璐)辽宁阜新
一家医院里，日前发生了惊心
动魄的一幕：刚刚入院的一名
男患者因家庭变故，一时想不
开轻生跳楼，女护士董晶见情
形不妙，立即冲上去，用尽力
气，单手死死拽住。在同事们帮
助下，坚持了 7 分多钟！最终将
男子成功救下，她却右臂臂丛
神经受损，现在还没有知觉。记
者近日走近董晶，还原了她救
人的“惊心 7 分钟”。

2018 年 12月 30 日 16时
30 分，是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
阜新矿总医院神经内二科护士
们的换班时间。一名当天下午刚
刚入院，穿着皮衣的 50 多岁男
患者，来到 13 楼西南侧走廊尽
头的窗户边，突然拿起附近病房
里的凳子，狠狠地砸向窗户。

巨大的声响，让包括即将
下班的董晶在内几人闻声赶
来，见到这个身高超过 1 . 8
米，体重大约 170 多斤的男子
情绪激动，挥动着手里已被砸
坏的凳子，不让他人近身。突
然，他跃上窗台，弓着身子就要
往下跳。

千钧一发之际，董晶奋力
一扑，一把死死抓住跳楼男子
的左胳膊，顺势用身体把他的
胳膊压在窗台上，另一只手死
死拽住了他的肩膀。因为窗口
狭小，几位同事只能拽住董晶，
给她助力。“我半个身子都探了
出去，当时心里就只想着一件
事，我千万不能撒手。”董晶说。

开始时，情绪激动的轻生
男子为了摆脱董晶，竟然几次
试图去咬她的手。“你想想家
人，想想你的孩子，你不能这么
不负责任，有什么困难，大家会帮你挺过来，千
万不能做傻事……”董晶说，她当时一边用尽全
身力气拽住他，一边想方设法稳定他的情绪。

轻生男子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在董晶身
后，越来越多的人集聚过来帮忙。后来有人跳上
了窗台，用床单紧紧裹住轻生男子，大家齐心合
力，一点一点把他拉了上来。

从董晶救人开始，整个过程持续了 7分多钟。
人救上来了，董晶却瘫坐在地上，两只手依然保持
着抓扯的动作，她和同事们久久回不过神来。

当天晚上，董晶的右胳膊还能正常发力，可
第二天一早却发现完全使不上力，后来就没有
了知觉。检查后发现是神经受损。董晶的伤情需
要观察 3 个月，如果不能恢复还得手术治疗。

董晶救人的现场监控视频，经过媒体报道
后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网友们为她舍己救人的
勇敢举动纷纷点赞，大家留言表示：“医者仁心，
向白衣天使致敬”“善良的护士让这个冬天变得
温暖”“现实中‘超级英雄’，希望你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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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合日班·米热西木在课堂上听课（1 月 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樊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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