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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西宁 7 月 13 日电（记者央秀达
珍、卢东方）世界屋脊上，一位 80 多岁高龄
的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
云最近的天路。50 多年来，他推动我国高原
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漫长艰辛的奋斗
历程，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
字，深深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原医学事
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今年
6 月 29 日，他站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
台，戴上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高原的守望者

　　【一个愿望】
　　 20 世纪 30 年代，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
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他 9 岁随父
母去南京读书。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
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在
南京，吴天一顺利通过征兵体检，成为一名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别看我个子小，但体质好。我当时只有
一个愿望，参军报国。”吴天一说。由于文化功
底良好，一入伍他便被分配至中国医科大学
培养。6 年的理论培训结束后，抗美援朝已经
签订停战协议。“但当时部队还没撤回，我就
强烈要求去前线。”
　　 1957 年，吴天一与夫人一起，换上志愿
军的服装，来到位于平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 512 医院。在那里，因为防治疫情得力，他
获得第一个三等功。
　　 1958 年随部队回撤到青海后，为响应
当时“大练兵”号召，吴天一被分配至某骑兵
连。“我要当一名普通兵。”吴天一说，在骑兵
连他获得了“五好战士”荣誉，为他之后常年
在高原“骑马问诊”打下了基础。
　　【一个决定】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批青年怀着梦
想，来到青海建设高原。意想不到的是，许多
初到青海的内地建设者很快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高原反应，心慌、胸闷、头痛欲裂……由于
缺乏高原病基本知识，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
通肺炎、肺充血症治疗，许多建设者相继病倒
甚至献出了生命。
　　吴天一说，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学研究
领域尚属空白，国内对它认识不清，国际高原
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说话。“我要攻克高原
病”，这一决定让他接下来一辈子只做了一件
事——— 高原医学研究。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
了人们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
和官兵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
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去。”吴天一开始用所
学的医学知识保障高原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马背上的好曼巴”

　　【一个标准】
　　 1978 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了全

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为尽快全面掌握
各种急慢性高原病，1979 年至 1992 年，吴
天一主持了历时 10 余年、覆盖 10 万人的高
原病大调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问哪里海
拔最高？”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
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
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到牧区下乡，帐房一支，仪器一架，发
动机一响，牧民们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
吴天一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
高原反应，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深
入牧区的帐篷做高原病普查。饿了吃点牧民
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
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
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适
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精通汉语、塔吉
克语、英语、俄语的吴天一，又学会了藏语。几
十年的科研工作，他走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
高海拔地区，诊治过数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
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为“马
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吴天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
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医
学方面做了系统研究。他提出慢性高山病量
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
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 2005 年在国际
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
贡献。
　　【一条铁路】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是
一个严峻考验，这是建设高原铁路的一大
世界性难题，也对高原医学提出了新挑战。

　　青藏铁路建设 5 年中，作为原铁道部
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带头制定出
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防治措施，建立
了全面科学的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
将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写入科普手册，
送到每个筑路工人手中。
　　“青藏铁路沿线 80% 的地方海拔都在
4500 米以上。在这里吸进来的氧气只有海平
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吴天一说。
　　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导工作，
研究开发以藏药为主的红景天等致适应剂，
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使急性高原病发
病率由青藏公路建设初期的 9.8% 降至 1%
以下。
　　吴天一的研究不但保障了青藏铁路的顺
利建设，而且创造了 14 万劳动大军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地区工作 4 年、无一例因急性
高原病死亡的世界医学奇迹。

生命的保护神

　　【一场地震】
　　“我既是医生又是党员，还是最懂高原
病的人，我必须去！”2010 年 4 月 14 日，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 7.1 级地震，年逾
古稀的吴天一彻夜未眠，主动请缨，不顾同
事 和 家 人 的 劝 阻 连 夜 带 领 医 疗 队 奔 赴
灾区。
　　到达灾区后，他日夜奋战在救灾一线。
白天，往返奔波于各大救援点，指导并参与
高原肺水肿病人的抢救；夜间，辗转各医疗
队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尽全力拯救群
众生命、保障人民健康。他还发挥懂藏语的

优势，为受灾群众讲解知识、疏导心理。
　　“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
以共产党人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吴天
一说。震后，他主持召开了多个会议，进一步
总结玉树地震救援经验，并面向国际社会介
绍了中国抢救急性高原病的成功经验。
　　【一生追求】
　　全身 14 处骨折，双眼白内障，耳朵鼓
膜被击穿……吴天一身体饱受病痛折磨，
但他仍深深迷恋着这片土地，扎根高原从
医 50 多年，默默守护着青藏高原的万千
生命。
　　吴天一在下乡途中曾经历过多次车祸。
最严重的一次他多处肋骨骨折、髌骨粉碎性
骨折、胫腓骨骨折。至今，他腿部还有一块十
几厘米长的钢板。
　　高原长期的紫外线辐射让吴天一的双
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术后，他没有休息片
刻，立即投入到实验中。左眼工作，右眼就戴
着 眼 罩 休 息 ；累 了 ，再 把 眼 罩 换 到 左 眼
上……
　　在进行高低压实验氧舱模拟实验中，吴
天一主动承担第一次实验的风险，毫不犹豫
地进入了舱体。由于缺乏经验，舱内气压迅速
下降，他的鼓膜被击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
摸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吴天一在卫生健康领域奋战一辈子，获
得无数荣誉。“青藏高原是我科学研究的根，
是我生命的根，高原医学研究是我一生的追
求。‘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是荣誉也是
考验。未来我要带好团队培养好接班人，为保
障高原人民和官兵的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他说。

“马背院士”吴天一：把根扎在青藏高原   1963 年 6 月份，高考
前体检，结果说我患血吸虫
病不能参加考试。这对我而
言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天没
吃 没 喝 ，昏 昏 沉 沉 地 睡 了
过去。
  对于命运的安排尽管
无奈，最终还是要接受。“农
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
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
主席这句话鼓舞着一代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成了其
中一个。
　　回到老家的当天下午，
我背上一把挖锄，跟随生产
队社员一起去挖抗旱渠。同
龄人见到我，七嘴八舌地嘲
笑不停。
　　“你上午回来的吧，毕业
了吗？”“你不出外工作，回来
修地球？”
　　我偶尔回答一两句，手
里举起挖锄拼命地挖。不一
会，满手的血泡染红了锄柄。
叔伯们围过来劝我歇着，可
我强忍着，坚持到天黑。
　　对于我来说，想当一个
农民也没那么容易，其实还
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家庭关。“我吃
了这多苦，就为你回来摸牛
屁股？”父亲经常骂我没出
息。有一次，他甚至生气地对母亲说：“他不出去工
作，那我们出去讨饭。”
　　第二天，父亲真的去街上帮供销社磨豆腐，母
亲也去了姨妈家。我收工回家，灶是冷的，米缸是
空的。我跑到自留地扯回两棵白菜，没有油，加点
盐，炒熟吃完下地干活。春节过后，父母见我铁了
心，也只得随我。
　　第二关是社会关。从学校重新回到生产队生
产，村子里没有一个人不说：“俺冯家塝地势高，没
有风水，出不了人才，读一百年书还是要扶犁尾
巴。”队里的人都不喊我名字，见到就叫我“书呆
子”。
　　对这一切，我听在耳里，但不放在心上，因为
我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出成绩让他们看。
　　我抽空打扫出一间空房，借了桌凳，又将自己
所有的书搬出来，在家里办了个夜校：读书、学唱
歌、拉胡琴、排练文艺节目……备课、刻蜡板、印小
报，我经常忙到深夜。
　　我创办的《坡山新风》小刊，对队里的好人好
事进行评论。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写，后来年轻人都
拿起了笔。
　　春节，队里放假，我带领几十个年轻人，把村
前村后的垃圾以及堆在堂屋多年的陈土挑到地
里，挂上“试验地”的牌子。开春，又带头除草皮挑
沙土，40 亩烂泥田被改造成了丰产田，当年每亩
增产一百多斤。
　　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队里有难活重活，几
十人一起上，无论什么活都很快拿下来。
　　队长刘高兴见我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
来，生产进度加快了，高兴得合不上嘴。
　　 1964 年 8 月，我提议在队里办半耕半读小学
班。刘高兴同意了，答应承担一个民办老师的工
分。第二天，我们几个青年骨干到各家去动员，全
队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全报了名。
　　经验很快传到区里，他们来总结经验。这时我
已经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又把经验传到各个生产
队。在大队，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办起了业余耕
读高中班。
　　第三关是劳动关。开春学犁田，我总掌握不
了技巧，半亩田犁了大半天；打石灰又苦又累，
一筐石灰三十多斤，我左手提着右手撒，风一
吹，从头到脚都是灰；秋收割稻子，中午十二点，
烈日当顶晒，我热得差点哭出声；冬天修水利工
程，我总是穿双草鞋，泥里来水里去，有时还要
破冰下水……经过几年的磨炼，一切农活都难
不住我。
　　命运似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患血吸虫
病而放弃高考、回乡务农的我，后来成长为卫生战
线的一名公务员。
  我先后当过镇卫生所所长、镇血防组长、镇卫
生院书记、县医院副院长、县卫校书记、县卫生局
纪委书记，长期奋斗在卫生系统第一线。
　　上世纪 70 年代，我带领专业灭螺队，长期住
在湖区灭螺。通过摸索，我们发现湖区灭螺有效办
法是水浸 10 个月以上。于是我带着灭螺队员，将
湖沿岸的茅草砍倒，晒干后放火烧钉螺。之后铲草
皮，洒药浸杀，将钉螺一网打尽。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让我颇感欣慰的是，早在
10 多年前，阳新县就实现了对血吸虫病的传播阻
断。全县人群感染率、钉螺感染率已连续数年保持
为零。
　　我的子女们都健康成长，不再因为疾病而重
复我的苦涩人生。有 2 人取得博士后学位，2 人
取得博士学位，1 人取得硕士学位，3 人取得本
科学位。2015 年，我们家庭还荣获首届“全国最
美家庭”和“全国教子有方‘最美家庭’”荣誉
称号。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坚信通过奋斗可
以改变人生。 
   刘时粘（作者系湖北省阳新县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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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勋 章”获 得 者

左图：“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6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右图：6 月 17 日，吴天一（前）在青海西宁的实验室内和学生讨论。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记者史竞
男、陈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
明确要求。
　　专家表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
论断，精辟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
优势和特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核心
是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

高举的旗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本质特征，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
部副主任、教授祝灵君表示，所谓全过程人民
民主，是指在我国，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始终贯穿国家政治

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祝灵君认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
党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在汲取前人失败教训的基
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成功找到了一条民主新路——— 人
民民主。
　　祝灵君指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把人民平等参与和平等发
展的权利结合起来，把民生建设和民主建设结
合起来，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推
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
健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
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
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
以党的领导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祝灵
君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践

证明，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是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
行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
阳说。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他表
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搞民主形式主义，不搞

“民主秀”，不搞政治戏剧，不追求表面的华丽
和做作，而是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彼此贯通起来，切实解决人民群
众关心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
民主。辛向阳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为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懈奋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断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充分展
现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产生、发展和不
断完善，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利于广
泛凝聚社会共识，为国家发展汇聚磅礴
力量。

  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

党的领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民
主始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治保
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刘世军
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
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
策都坚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调查研究，坚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把人民
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实践
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内政
外交国防军队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内
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
中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路，我
们相信这条道路必定会越走越宽广。”刘世军说。

党的领导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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