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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8 月 22 日电(记者徐
金鹏、肖思思、丁乐)这是他此生难忘
的一次惊心动魄：超强台风“天鸽”
中，停水停电， 36 个小时没合眼的
他，搬张病床睡在了被狂风吹走大门
的医院门口，等候外伤患者的到来。

32 载， 11680 天， 280320 个小
时。从广西大山里来，在伶仃洋畔扎
下根。没有被艰苦和孤独吞噬，反而
成为海岛群众看病就医、渔民船员生命
保障的“定心石”。

他叫王桂湘，是珠海桂山岛上唯一
一家卫生院桂山镇中心卫生院的院长。

“守门医生”

我自大山来 此生向大海
1987 年，王桂湘刚从医科大专毕

业，恰逢珠海市卫生局到广西招聘，他报
了名，离开家乡的大山，来到了桂山岛。

桂山岛地处香港、珠海、澳门之
间，是各国船只通往珠江口的要地，经
常受到台风侵袭。

当年共有 11 名学生被招聘来，分
配到 6个地方，每个地方两人，只有桂
山岛是一人。“同学们不想来，可能觉
得海岛太闷了，我不怕闷。”王桂湘就
这样到了海岛。

来了才知道，海岛艰苦：岛上没
电，燃煤油灯和蜡烛；生活缺水，要
上山去挑；注射器消毒，靠医生砍柴
烧水蒸煮；患者用过的床单被罩，要
医生自己洗。更难熬的是“与世隔
绝”，岛上去珠海市区一周就两班轮
渡，人和猪仔、鸡鸭、货物混乘，要
在海浪中颠簸两小时。通讯不便，想

念远方亲友时只能对着大海的另一边
远眺。

依当年政策，新来的医护人员干满
5 年，就可以回到市区工作。王桂湘也
犹豫过，但他最终还是留下来、扎了
根。“这里的人远离大陆，没有医生就
没有生命保障，我不能当逃兵。”

因为做海岛医生，王桂湘错过了儿
子的出生，错过了多年的夫妻团聚，错
过了与远方母亲的最后一面…… 32
年，和王桂湘差不多同时期到海岛的人
陆续离开了，卫生院大多数医生护士熬
上一两年也走了。离开海岛的人在各行
各业收获了人生精彩，王桂湘却始终像
钉子一样钉在同一个地方。他说：“工
作总得有人做，在哪里干，都是做好自
己的本分。”

2017 年 8 月 23 日，超强台风“天
鸽”在珠海登陆，桂山岛受灾严重，水
电、通讯全部中断， 20 多名不同程度
受伤的患者被送来救治。一名被玻璃刺
伤颈部的患者伤情最凶险，王桂湘立即
组织抢救。这场手术在应急手电筒下进
行了 4 个小时。第二天，有船登陆海
岛，患者才被转送至市区医院。

待清理完被狂风肆虐的医院，超过
36 小时未合眼的王桂湘却无法入睡：医
院大门被毁，电铃没电不响，万一有患者
来，在楼上值班宿舍听不见怎么办？

他干脆将一张病床推到医院大门
口，躺在上面和衣而睡。一连三晚都是
如此。台风过后，“守门医生”的名字
不胫而走。

岛上居民说起王医生，就像一首歌
里写的：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
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扎根大海

守一扇无形的“门”

桂山岛上住着 3000 多人。这里有
140 多个高血压病患者、20 来个糖尿病

患者，王桂湘清楚记得每一位病人的病情。
王桂湘的值班宿舍就设在卫生院，

吃、住全在这里。“有时候急救也是几
分钟的事情，尽量不耽误急救。”

守望里都是牵挂——— 桂山岛是珠江
口锚地，坐望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等
大型工程，很多船只在这里等待引航
船。一些远洋船上的船员发生疾病或意
外，或附近工人受伤，大多来这里紧急
救治。

多少年来，王桂湘散步的范围从来
不超出卫生院 1 公里，“就怕手机一
响，又有患者要来。”

王桂湘 2007 年成为镇卫生院院
长，院长办公室设在 4 楼，但他很少在
这里办公，岛上群众仍然习惯喊他“王
医生”，很少人知道他是“王院长”。
他也不乐意别人喊他院长，怕疏远了与
大家的距离，他总说：“这里并不太需
要院长，能做好医生就很不错了。”

海岛医生，都要做全科医生。岛上
谁的降压药、降糖药吃完了，谁家孩子
到时间打疫苗了，岛上几位精神病患怎
么样了，谁家盆盆罐罐多了要清积水防
蚊了，王桂湘和海岛医生们甚至比群众
自己还清楚。

平日里到岛民家中出诊多了，院子
里的土狗都“认识”王桂湘和卫生院的
医生了，每次见到吠几声就开始摇尾
巴。

93 岁的邹连老人几年前膀胱装了
瘘管，每个月需要更换导尿管。卫生院
没有老人适用的导尿管，五六年来，王
桂湘和同事为老人网购，每几个月买一
打。快递到不了岛上，就先寄到珠海市
区，放假时再捎回给老人，从没要过老
人一分钱。

岛上渔民多，出海打鱼有时要在海
上漂一个星期。 55 岁的渔民邹金华最
放心不下的就是年纪大的父母。“多亏
王医生他们在，这些年我出海很安
心。”

有精神病患者衣不蔽体，王桂湘就
和同事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有急危重
症患者要转诊出岛，王桂湘和其他医生总
是自己买船票一路陪同；冬天里有产妇二
胎急产，没备孩子衣服，医生就脱下自己
的工作服来包裹孩子取暖。

大多数时候，事情平凡到不能再平
凡。

但海岛上的宣传标语“全民健康覆
盖：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是对他
们最好的诠释。

不忘初心

好医生如同“白开水”

“千年沧海上，精卫是吾魂。”桂
山岛文化广场上，爱国英雄文天祥的塑
像凭海而立，注视着伶仃洋。每次王桂
湘出诊都要路过这里。

回望过去的 30余年，对王桂湘来说，
没有遗憾，是假的。

一是没能陪伴妻儿。 1997 年，妻子
在海南老家分娩时，适逢完善岛上各项
医疗服务系统的攻坚时期。初为人父，
请假原本合情合理。但王桂湘不敢懈
怠，父子第一次见面，已是 45 天之后。
孩子一岁时喊的第一声“爸爸”，也是
在电话里听到的。

一年中秋节，王桂湘从海岛转送
一名患者到珠海，儿子听说后很高
兴，问他：“爸爸今天能不能留下来陪
我过节？”王桂湘不想让儿子失望，将
患者安顿后回到家中。儿子紧紧依偎
着他，讲着各种事，王桂湘心里却不
是滋味，他只能在珠海待 3 个小时，
却不知如何对孩子说。每年中秋，让
同事们回家，他留守值班已成惯例。
王桂湘最终还是狠狠心：“岛上也需要
爸爸。如果有人看病找不到医生该多
着急啊！”孩子含泪躲在窗口目送父亲
走向街对面的公交车站。

另一个遗憾是母亲。王桂湘回忆，
1987 年刚来海岛时，从没出过大山的双
亲问海岛什么样？他解释，就是一块大石
头放在水里，人站在上面，就是海岛。母
亲笑笑说，如果干不下去就回来。两年后
一天晚上，邮局电报送来了噩耗——— 60
岁的母亲在广西老家因病去世。他急忙往
回赶，交通不便，第 4 天才回到老家，母
亲已经入土，他未看到最后一眼。

“人生就是这样。我只能做更好的
医生，来弥补。”时隔 30 年，王桂湘说
起这段经历，依然眼眶泛红。

王桂湘 2009 年入党。在岛上，他是
一名医生，也是一名群众身边的共产党
员。在他眼里，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和做
好海岛医生是一致的。

“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是我的初心。
时间久了，居民需要我们，这就是我们
坚守下去的动力。”

在上级卫生部门的支持下，卫生院
硬件条件越来越好， B 超、 X 光、产
房、手术室都有了。政府鼓励发展医联
体，卫生院成为珠海市人民医院的海岛
分院，设立了 5G 远程医疗点，可以得
到大医院专家的远程指导。

正是在王桂湘长时间坚守的感染下，
卫生院这个“铁打的营盘”，开始有了
“铁打的兵”。医生柯培森在卫生院已工
作 25 年，医生郭荣伟来了 18 年。如今，
珠海市人民医院还定期派医生驻扎在海岛
上出诊，让岛民得到更好的治疗和健康服
务。

年近花甲，王桂湘有个牵挂：盼有
更多优秀的人愿意来海岛，服务偏远地
方的群众。

有岛民评价王桂湘医生，“有些
人，是白开水。平日里寡淡无味，口渴
的时候如饮甘泉。”

正是“白开水”式的医生，最让人
离不开，他们是群众心中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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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后代”李宏塔：时刻活在百姓间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
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解
决企业和群众难点痛点，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放管服”工作，
多次就深化“放管服”改革作
出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不断优化办事创业和
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业群
众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
来回跑等问题”……各地以
此发力，一场持续深化的“放
管服”改革强力推进，得到企
业、群众一齐“点赞”。

直面沉疴解决办事难

“我们提交材料后，半个月就办完了变更采矿方式的审批手续。”近日，在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政务大厅，正在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审批的王永亮告诉记
者。据了解，以往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需要 2个多月，现在变“串联”为“并联”审批，
效率明显提高。

“我们把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解决群众办事困难紧密
结合，找到找准业务办理中的堵点和痛点。”内蒙古自然资源政务大厅党支部书
记杨双说。

“针对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我们近期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审批时
间，比如把矿业权审批时限从过去 22个工作日压减到 13个工作日，企业反响
很好。”内蒙古自然资源厅矿业权管理处处长王博峰说。

“我们在‘简’字上出真招，尽可能优化、合并可同步办理的审批事项，简化
要件材料。”该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田野说。

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优化营商环境——— 成为当前全国
多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抓手。

在上海，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正加快建立，企业和群众真正成为改革的
监督者、推动者、受益者。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拟定《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43 项措施》和
《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 27 项保障措施》，进一步把“放管服”改革推向深入。

多般“武艺”深化“放管服”

“不见面审批”“一窗服务”“单一窗口”“减证便民”……针对群众办事难、跑
腿多、耗时长、“奇葩证明”等问题，各地各部门近年来动真格、出实招，着力推
动改革。

江苏省推行以“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为主要
内容的“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全省 13个设区市、96个县(市、区)全部出台
“不见面审批”改革方案和清单，覆盖面不断扩大，便利度显著提高。

“我们这里开办企业实现了全程网上办理。”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工
作人员张文健说，依托“银政合作”，银行网点导办人员可帮助经办人完成企业
名称自主申报、设立登记等。登记机关根据申请人上传的电子数据，审查电子
签名、文件内容，进行网上受理、核准。

目前，这个区合作银行有 8家，代办网点 30个，去年办理全程电子化公司
登记 1800 余户。

浙江省德清县发改局推出“一窗服务”，实现了一窗咨询、收文和出件，并组建
了一支专业、专职、高效的政府无偿代办队伍：政府代办员向企业无偿提供事前谋
划服务，提出落地方案，协调具体事宜；业务办理时，无偿提供代跑代办、咨询指导、
沟通协调等服务，帮助和指导企业通过在线平台进行项目申报；事后配套服务是在
项目竣工验收阶段，无偿协助开展联合测绘、联合踏勘、联合验收，让企业省时、省
心、省钱……

呼和浩特海关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申报人通过电子口
岸平台一点接入、一次性提交有关单证和电子信息，相关部门通过电子口岸平
台共享数据信息并实施管理，争取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针对部分群众反映强烈的“奇葩证明”，司法部着力组织好证明事项清理
工作，明确清理原则，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络机制，制发部署工作文件等，专
门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通“群众批评——— 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处理
群众投诉。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介绍，截至今年 4 月底，各地区、各部
门共取消证明事项 13000 多项。

激发活力增强获得感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我国营商环境日益优化，百姓的获得感也越
来越强。

——— 审批简了，跑腿少了。德清县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申请年产医用护理系列产品等，如今在 1个窗口办理即可，而“放管服”改
革以前需要跑 7个窗口，申报材料也比以往减少了 70 多份。

南京市最近启动政务服务个人办事“一证通”改革，首批 119个涉及公安、
民政、交通运输、卫健等 7个部门的“一证通”个人事项正式出炉。“今后补领行
驶证、办理护照等事项，用身份证就可以了。”南京市民李国强说。

——— 收费降了，监管严了。德清县通过实施能源技术评价、环境影响
评价、水土保持技术评估、压覆矿和地质灾害等区域评价，变“企业单个项目
付费”为“政府统一打包买单”，企业在环评、能评、水保上的 3 项支出大大降
低。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高度重视对违规涉企收费行为的查处，去年 5 月
至 12 月，共检查相关单位 1 万多家，查处违规收费金额 6 . 2 亿元。今年，进一
步要求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切实负起收费监管职责，持续开展涉企收费专
项治理。

——— 效率高了，办理快了。中国外运内蒙古公司经理杜江表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有效保证了货物通关时效，“过去，我们申报活畜通关时，经常一次
申报 10 多票，涉及商检、征税等部门，现在通过‘单一窗口’，电子申报、电子支
付税款、自动放行、提货等 6个流程从过去最快 2 天，缩短到半天时间。”

在江苏省常州市，从事动车、飞机板材生产的同维佳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2018 年 3 月新建厂房。“以往一个个部门跑，至少要 1 年时间。这次
只花了 16个工作日就拿到施工许可证。”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蒋娟说。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营商环境较前一年
大幅提升了 32 位。 (采写记者：于长洪、于嘉、沈汝发、岳德亮、赵文君、王茜)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合肥 8 月 22 日电(记者陈
诺)二十年前，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有
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蹬着自行车穿
过熙来攘往的街头。沿路的交警和摊贩
都认得他——— 骑车上班的“李厅长”。
“李厅长”名叫李宏塔，历任安徽省民
政厅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他的祖
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李大
钊。

如今，满头银发的李宏塔年届古
稀。可这位“红色后代”的故事却依旧
为人们津津乐道：传承“红色家风”，
数十年坚守初心、本色做人，为政勤、
为官廉、为民实。

出身“名门”的“普通人”

李宏塔的家世说“显赫”不为过，
祖父是李大钊，父亲李葆华曾任安徽省
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然而
李宏塔的成长却与普通青年无异：父母
工作忙，出生 19 天就被送往托儿所照
顾，直到 6 岁才被接回家； 16 岁当兵
入伍，做过化工厂工人，后来考上大
学； 1978 年起，先后在共青团合肥市
委、共青团安徽省委、安徽省民政厅等

部门工作。
“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李葆

华曾经这样教育李宏塔。一个习惯伴随
李宏塔一生：除了极少数重要公务赶时
间，李宏塔从不坐专车，天天骑自行车
上下班。随着年龄增大， 2003 年他将
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还笑称这是“与
时俱进”。

当年根据安徽省干部住房标准规
定，李宏塔应该享受至少 70 平方米的
住房。然而 1984 年，他却搬进位于楼
房最西面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在
这套 55 平方米的旧房里一住就是 16
年。“大家都是这样，我也知足。”
李宏塔说。在共青团工作时，单位曾
经要分给他一套大房子，他看到年轻
职工没地方住，愣是坚持用自己的一
个大套换了 3个小户型，分给了单位 3
位年轻人。

李家三代，家风如一。“黄卷青
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
衫”，是祖父李大钊清贫一生的真实写
照。父亲李葆华承风父辈，十分简朴：
家中老旧的三合板家具、沙发坐下就是
一个坑。这样的家风传承，让李宏塔面
对简朴生活时乐在其中。

严于律己治家的“清官”

问起对李宏塔的印象，有人笑李宏
塔是个没“爱好”的人，不抽烟不喝
酒，也不进歌厅舞厅。还有人向记者透
露，说李宏塔有时让人“难堪”。

一年春节，这位同志和爱人从老家
回来，给李宏塔捎去几样小吃，李宏塔
却回赠价值数倍的物品让他带回家。这
正与父亲李葆华当年所为一模一样：那
时家中收到几包葡萄干，父亲让家人把
葡萄干退回，还把少年李宏塔吃掉的那
一包折价一同退款。

2008 年，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结
婚，婚礼布置简单，单位同事们前来祝
贺并包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的气
氛，李宏塔照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
有的礼钱如数奉还。

记者还了解到，李宏塔在民政厅一
干 18 年，期间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
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对此却泰然处
之，从未向领导提出过要求。这也与父亲
李葆华有关。他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
呼，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
他时，还要嘱咐对方务必严格要求。

对提拔“冷”，却对百姓热。民政
部门多名老同志告诉记者，李宏塔把群
众处成了亲戚：低保户过年的饺子皮没
着落、前来求助的下岗工人没带伞……
他都会自掏腰包帮上一把。

变岗不变本色的老党员

在民政系统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
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当地很多
同志都知道他的“反方向工作法”：下
乡时不向有关市、县打招呼，经常让司
机“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
步行进村入户检查工作。从百姓家里出
来，他再到乡镇、县市座谈。“必须离开公
路，直接去问老百姓。沿着公路转、隔着玻
璃看是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的。”李宏塔说。

2003 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发生水
灾，为了摸清具体灾情，他连续 20 多天奔
走在灾区，是“反向工作法”起了关键作用：
他从受灾群众蒸着救济米的锅中“闻”出了
问题，查清了责任；他走进受灾群众的帐
篷“量”出了其中暑热与机关办公室之间的
温差，让机关为 3 万多受灾群众腾出温度
适宜的办公室做住处。

2008 年，李宏塔当选安徽省政协副
主席。历年全国“两会”上常能听到他
为困难群众的“发声”。退休后，李宏塔
选择加入中华慈善总会，依旧为改善困
难群众生活四处奔走，他说：“慈善能直接
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这是我晚年的一
件幸事”。

合肥有一位出身名门的普通人，上班时他是蹬着自行车穿过街头去
单位的“李厅长”，退休后是骑着电动车的银发老人。他的祖父是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李大钊，父亲是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李家三代，红色家风如一。李宏塔数十年坚
守初心、本色做人，为政勤、为官廉、为民实，对百姓总是一副热心肠

上图：这是位于伶仃洋上的桂山岛(7 月 11 日无人机拍摄)。下图：在广东省珠海
市桂山镇中心卫生院，王桂湘给小朋友检查病情(7 月 9 日摄)。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32 载，11680 天，280320 个小时，想念远方亲友时只能对着大海的另

一边远眺，但王桂湘依然守护在岛民身旁，甚至连散步的范围也从不

超出卫生院 1 公里，因为“就怕手机一响，又有患者要来”

岛民评价王医生：“有些人，是白开水。平日里寡淡无味，口渴的时候如

饮甘泉。”正是这种“白开水”式的医生，最让群众离不开

发力“放管服”

为企业添活力

让百姓办事易
在南京市栖霞区

商事登记服务大厅，工

作人员展示以微信公众

号为平台的“不见面审

批”系统(2018 年 3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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