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关注·

　　（上接 1 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
出决定，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其中之一即“明确全面深化
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
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
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
决心，义无反顾推进改革。”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明确表示。
　　 2018 年 6 月 30 日，作为全国 33 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
点地区之一的浙江德清县，率先颁发了首批宅基地“三权分置”
证书。来自 4 个村的农民代表、民宿业主代表、集体土地所有权
代表签订三方流转合同，获颁了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不动产证。
　　新时代的农村土地改革以盘活土地资源，激活农村潜力为
落脚点，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
接续推进，催生出乡村振兴的巨大内生动力。
　　哪里有瓶颈制约，哪里就是改革的主攻方向。
　　如何破除案件审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司法体制
改革给出答案。2017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批员额
法官宣誓仪式，这标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落实。
员额制改革让司法力量集中到办案一线，有效提升办案质效，推
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问题所指，改革所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通过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司法能力和公信力，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
法公正的深层次、体制性问题逐步解决。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引导改革超越既有利益格局，
环保督察、河湖长制、国家公园等创新举措陆续面世，美丽中国
加快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创新活力竞相迸发；重塑重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
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人民军队体
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全面深化改革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推动体制机
制改革，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
求更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战
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仅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就涉及 180 多万人，新组建党中央决策
议事协调机构 3 个、更名 4 个，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 25
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部级机构 31 个……
　　避免“碎片化”，善打“组合拳”。
　　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理清重大改革的逻辑关系，既抓方案协
同，也抓落实协同、效果协同，在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集中攻坚，改革充分衔
接、相互耦合。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金秋送爽，华灯璀璨。今年 8 月 31 日晚，位于北京中轴线
上的国家会议中心，迎来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发出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强音：“中国
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普惠包容、合作
共赢，携手共促开放共享的服务经济，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
动力。”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外商投资法和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取消外资逐案审批制；授权全国所有地
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通关便利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构建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经贸盛会“矩阵”……
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激活自身发展的澎湃春潮，为全球经
济注入强大动能。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凝聚起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每年近 5000 万困难群众得到基
本生活救助；改革完善住房制度，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
改安置住房 8000 多万套；持续开展“减证便民”，各地方各部门
清理证明事项 2.1 万多项……一项项改革，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强了信心、暖了人心、聚了民心。
　　一批改革硬招实招击中要害，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的价值取向进行到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
下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
　　改革智慧来自亿万人的创造，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我
们要眼睛向下，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三明医改，这一来自基层的改革探索，全国闻名。如今，这里
又有了新探索：乡村医生为村民看病抓药的时候，会一次开出

“三张处方”——— 药品处方、生活运动处方、饮食处方。
　　“面对群众的新需求，我们要想方设法当好健康‘守门人’。
要在基层多做‘防’的工作，多做精细化的健康管理。”当地的乡
村医生说。
　　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全
面深化改革激发人民首创精神，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共识。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四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
展、数字政府建设、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等重大议题，推动
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改革为先
导、向改革要动力，亿万中华儿女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记者杨维汉、白阳、王琦）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在格桑花盛开的地方播撒健康和希望
中 国 志 愿 医 生 雪 域 高 原 的 足 迹

本报记者侠克、谢晗、庞元元、王修楠

　　祖国西南的青藏高原，苍茫山川，江河
浩荡。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藏族自治
州，素有“江河之源、名山之宗、牦牛之地、
歌舞之乡”的美誉。这里的盛夏，大山大河
风姿各异，一片生机盎然。
　　 8 月 6 日，由著名医学专家联合发
起的中国志愿医生团队来到青海玉树。
32 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医生，历时 6
天 5 夜，辗转囊谦、杂多、称多等多个县、
乡镇卫生院，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
的高原连续翻越多个近 5000 米的垭
口，跋涉路程逾 1000 公里，义诊人数近
3000 人次，手术 26 例，建立县域中国志
愿医生专家工作站 6 个，为格桑花盛开
的地方播撒健康和希望。

大家都破了纪录

　 “能不能请他们给我们看看片子？”
　　“他们能在这里待多久，要是走了怎么
办？”
　　“我们能不能进去找他们看病？”
　　医疗队的第一站是玉树州府所在地以
南 160 多公里外的囊谦县。抵达县人民
医院后，他们马不停蹄地进入了工作状态，
挨个儿详细讨论患者的各项检查结果，形
成诊疗方案。
　　在这里，志愿医生们要做 20 多台髋
膝关节置换手术。就在医生们讨论方案的
时候，办公室门口不知不觉围过来了许多
当地的患者。
　　“在呢在呢，他们这几天都在，别着
急。”当地医生用藏语告诉老乡们，这才让
他们焦虑的心情平复了一些。
　　来到陌生的地方，处在陌生的工作环
境，面对陌生的患者，再加上语言不通，中
国志愿医生团队发起人、宣武医院神经外
科首席专家凌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医
疗队员和所负责的每位患者见面，并进行
充分沟通。
　　她反复和大家强调：“对于一家医院来
说，20 多台手术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患
者，一辈子可能就经历这一台手术。不论
意外的概率有多小，如果发生在一个人身
上，那就是百分之百。所以每一处细节都
要仔细核对，一点也不能马虎。”
　　囊谦县白扎村 55 岁的尼忠是当天第
一个进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多年
来，老人一直通过口服药物、针灸等进行治
疗，但是效果不佳。得知中国志愿医生专
家要来囊谦县人民医院的消息后，尼忠便
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一时间前来就诊。
　　经过仔细检查和术前准备工作，中国
志愿医生骨外科专家很快就为老人实施了
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只用了两个小时，成
功为老人解除了 20 多年的病痛。
　　中国志愿医生、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马立武分配到 5 台换膝手
术，他告诉记者，在高寒高海拔地区，老年
人群患有髋膝关节疾病非常普遍。基于
牧民的生活习惯，当地人需要蹲着挤牛
奶，还要去山上挖虫草，对髋膝关节非常
不利。
　　 60 多岁的患者多杰通过家属告诉
记者，以前膝盖疼一般就忍着，疼得厉
害 就 吃 点 止 疼 片 缓 解 ，但 随 着 年 龄 增
大，疼痛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生活，近
期趁着大医院专家在“家门口”义诊，就
想把手术做了。
　　手术时，马立武特意让当地医生站在
一旁，仔细讲解每一项操作和注意事项。
他说，来到玉树为老百姓义诊固然对当地
患者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诊疗过程中的
带教工作，要把先进、成熟的技术留下来，
才能真正提升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
　　另一队义诊组的志愿医生们经过 8
小时车程，穿越复杂险恶的盘山路，抵达囊
谦县吉曲乡中心卫生院时，已是下午 4 点
多。专家们没想到的是，这里已经排满
了人。
　　原来，知道专家们要来，患者早早就开
始等待。
　　一路上连续翻越垭口带来的高原反应
还没缓解，更来不及收拾行李安顿住宿，专
家们人手一支氧气瓶，迅速开始接诊。直
到看完最后一名患者，已是夜里 11 点。
　　第二天一早，原本计划 8 点半开诊，
可患者们 6 点多就开始排队等待，医生
们便提前进入了工作状态。一天下来，
大家都打破了自己的接诊纪录，有几位
医生的接诊量甚至直逼内地一个科室一
天的门诊量。
　　在超声科的诊室里，陕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王涛右手拿
起超声探头，左手抄起氧气瓶迅速吸了
两口，便赶紧给患者做检查。“我们从早
上 8 点一直看到晚上 9 点，中间就随便
扒拉了两口饭。”王涛说，“病人从早上六

七点就开始排队，我们实在不忍心，不管
多晚都要给他们看完。”
　　吉曲乡中心卫生院院长尕玛闹吾说：

“志愿医生们的到来让当地牧民很是欣慰，
他们把优质医疗资源带到了基层，传授的
知识和技能也很有用。我们希望以后能多
一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高强度的工作让中国志愿医生的手术
组领队、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
任陈明光的腰疾复发，疼痛难忍。但他仍
坚持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和其他 3 位骨科
专家完成了 21 台手术，这一数字大大超
出了预定计划。他说：“看到患者的病痛和
期盼的眼神，真不忍心拒绝。”

“最后一公里”有多远

　　 8 月 8 日晚 9 时许，在囊谦县吉曲乡
卫生院，结束一天的义诊后，医疗队员们吃
过晚饭正在休息，有的队员在和当地医生
交流，有的队员正让针灸和康复科的同事
做腰背放松理疗。
　　这时，一位怀抱着孩子的藏族父亲来
到大家面前，焦急地问能不能给他的孩子
看看病。
　　进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正在啼哭的瘦
弱的藏族儿童，舌头伸在外面，流着口水，
很痛苦。他的父亲用并不熟练的汉语说，
孩子舌头痛，不能吃东西，已经好几天了。
　　接诊的志愿医生温陆叶想把孩子抱过
来，可孩子哭闹着不让碰。
　　“我考虑他是胃肠消化管腺和平滑肌
发育尚未成熟引起的严重营养不良，可以
用中医推拿解决当前的症状。”温陆叶说。
　　三遍脊柱推拿后，孩子立刻不流口水，
舌头回到口腔内，哭声也停止了。温陆叶
伸手接过孩子，孩子不再反抗，脸上也渐渐
有了笑容。
　　孩子的父亲用藏语说：“你们太神奇
了，谢谢！”
　　温陆叶说，作为中国志愿医生，能在藏
族群众的家乡现场为他们看病，“我感到很
光荣”。
　　受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限
制，高原地区医疗技术相对落后，当地居民
许多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再加
上常年高寒缺氧，这里的儿童先心病发病
率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在囊谦县着晓乡卫生院旁，有一所寄
宿小学，200 多名孩子在这里读书。志愿
医生团队临时决定，免费为孩子们进行身
体检查。
　　吃过午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
到卫生院，排队进行检查。强忍着高反带
来的头痛，专家们一刻不停地用助听器仔
细筛查每个孩子的状况，只在等待下一个
孩子坐下的间歇迅速吸上两口氧气。
　　空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侯晓平因

为严重高反，在起身时眼前发黑不小心
摔倒，磕破了鼻梁，可她在吸氧休息后坚
持继续投入工作。
　　当天，医疗队共筛查出先心病 6
例，心肌炎 3 例，窦性心动过速及窦性
心律不齐 7 例，并告知了学校老师，为
下一步诊疗提供建议。
　　“知道高原地区条件相对较差，但
上来之后才真是出乎意料。”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
师李建华说，“这里糖尿病、心脏病药物
种类不是很齐全。另外，由于当地藏族
群众饮食不规律，食物油性较高，蔬菜
水果摄入较少，导致胃部、胆囊等消化
系统疾病普遍高发。”
　　李建华说，在这里，大家发现了胃病
的“罪魁祸首”——— 止疼药。“由于看病实
在太远，哪里疼就先吃上一片止疼药，能
扛就扛过去。但止疼药不治病，对胃也
有一定刺激，到最后病没治好，胃也吃坏
了。”李建华说。
　　凌锋感慨：“对高原地区来说，要打
通‘最后一公里’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我们来就是想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在青海建设了
12 座康复健康小屋，每座小屋内都配备
10 种康复器材、3 种理疗仪、心电图机、
血压计、智能投屏彩电等器具，能够满足
基本的康复治疗需求。
　　在距离着晓乡两小时车程的杂多县
结多乡卫生院，当地牧民多杰卓玛正在
使用器具进行康复训练。她说，过去根
本不知道看完病还需要康复训练，如今
在离家不远的卫生院也能定期进行康复
训练，放到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如果把临床医学、康复医学、预
防医学看作一架飞机，那么预防是‘机
头’，而康复和临床则是其中的两 个

‘机翼’。只有同样重视康复和临床，
才能让我们平稳度过生命的旅途。”凌
锋形象地比喻。
　　玉树州妇幼保健院院长尼玛旦周
说，志愿医生们“送到家门口”的服务，为
藏族同胞解决了实际看病难的问题，未
来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可能还需要
更多“可移动”的医疗资源。

藏族姑娘的梦想

　　玉树姑娘桑周拉毛（以下简称桑
周）今年 20 岁，是青海大学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机缘巧合，桑
周偶然看到了中国志愿医生青海行的
义诊动员会。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还没一下子
见过这么多全国各地大医院来的专家
老师，那一刻兴奋得腿都在抖。”桑周
告诉记者，“我试着问了问工作人员，

能不能作为志愿者随队前往。虽然我
的医学专业知识还不够，但是我会藏、
汉双语，老师们去藏区下乡义诊，我也
许能帮上忙。”
　　桑周学医是因为经历过玉树大地
震。“当时，妈妈和妹妹被掉下来的石
块砸中，是解放军把他们救了出来。
妈妈不会汉语，没能问到帮助他们的
好心人的名字，特别遗憾。但是这份
恩情她从没忘记，所以妈妈特别希望
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去帮助那些需
要得到救治的人。”桑周说。
　　见到凌锋和中国志愿医生团队的专
家们，桑周激动得难以言表。“只要能帮
助到别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因
为我们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现在有
能力去帮助别人，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们正好缺一个精通当地语言的
志愿者，桑周的出现太及时了。”陈明
光说。
　　这让桑周喜出望外。
　　第二天一早，桑周简单收拾了行
李，穿上红色的志愿者马甲，如愿踏上
了志愿实习的旅程。临行前，妈妈反
复叮嘱桑周要跟老师们好好学习，多
帮忙多做事。
　　到了囊谦县人民医院，桑周帮助
志愿医生们梳理病人情况，安排手术
时间、床位，进入手术室观摩，并协助
医生查房，前前后后哪里都有这个藏
族姑娘的身影。
　　在手术室忙碌的间隙，桑周和另一
位中国志愿医生、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段德胜还要去病房例行
查房，检查患者术后恢复的情况。
　　“三天两夜密集做 21 场手术，我们
最担心就是语言不通，中途出差错。多
亏了桑周，帮我们反复和家属核对病情，
术后为我们做翻译查房，和病患沟通。”
手术组成人员、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骨关节科主任朱超告诉记者，“骨科手
术的术后护理非常重要，我们跟家属沟
通得越多，心里越踏实。”
　　“这里的牧民太需要帮助了。”查房
回来，桑周感叹，“看到很多病患得到了
很好的治疗，我现在对医生这个职业更
加充满敬意。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到
偏远的地方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在藏语里，“桑周”是实现美好愿望
的意思，而“拉毛”是仙女的意思。“爸爸
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希望我能够梦想
成真。现在，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像志愿
医生一样的白衣天使。”桑周拉毛说。
　　凌锋常说，中国志愿医生就是要用
实际行动来做“良心活儿”，“能够帮助别
人才是最大的快乐，这种被需求的感觉
是每个医生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的情
怀，也是从医的最高境界。”

  32 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医生，历时 6 天 5 夜，在平均海拔 4000 米

以上的高原，连续翻越多个近 5000 米的垭口，跋涉路程逾 1000 公里，义

诊人数近 3000 人次，手术 26 例，建立县域中国志愿医生专家工作站 6

个……

　　▲ 8 月 8 日，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义诊 2 组的医生们在称多县人民医院进行义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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