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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改 进 行 时

群峰连绵，冰封雪裹，万物萧瑟，这里
是亘古蛮荒的喀喇昆仑山。在这片看不到
绿色的“生命禁区”，新疆军区某团天文点
边防连建连戍边 54 年，经历了战火洗礼和
上千次重大任务考验，4 次荣立集体二等
功，2 次荣立集体一等功，成为挺立云端的
钢铁哨卡。

12 月 5 日，记者登上天文点边防连海
拔 5390 米的哨所，与“90 后”官兵并肩站在
哨位上，不禁感叹，是什么力量支撑一代代
官兵不惜付出健康甚至生命，无怨无悔卫国
戍边？“忠诚、奉献是军人的天职，然而，弘扬
官兵一致优良传统，情同手足，生死相依，是
连队半个多世纪坚守生命禁区、屡创戍边佳
绩的重要原因。”站在记者身旁的天文点边
防连所在团政委宗建明深情地说。

“藏在云端里，守在冰峰间，人若问我
冷不冷，我说这里春满园。”大学生士兵郭
建军对连队的温暖体会很深。“那是我第一
次参加巡逻任务，途经一条冰河，河不宽，
水很急，看着混浊的水裹着冰块上下翻滚，
我很害怕。这时，连长侯法营脱掉棉衣，一
下把我背起来，一步步蹚过冰河。那次，连
长在冰河中来回走了 6 趟，把我们 6 名新战
士一一背过河去。晚上，我打了一盆热水
要给连长泡脚，连长坚决不让。我当时都
急哭了，在刺骨的冰河中连长能背 6 名战

士过河，我只想给他泡泡脚，咋就不行？”
一张老照片记录的瞬间，令记者感动

不已：冰天雪地里，一名干部把一名战士的
脚紧紧抱在怀里，脸上挂满冰霜；另一名干
部在一旁帮战士吸氧，帽子和肩头覆盖着
积雪。照片中的战士叫吴昌斌，现任团政
治处副主任。“17年前，我当兵来到天文点，
第一次参加冬季巡逻，在翻越海拔 5452 米
的一个高地时晕倒了，口吐白沫，双脚没了
知觉。老连长曹国胜立即解开大衣，撩起
内衣，将我的双脚紧紧焐在他的胸脯上。”
说起当时的情景，吴昌斌眼里漾出泪花，

“这一辈子，只有我的亲妈和我的连长用身
体为我暖过脚！”

在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 45%、守防区
域都在 5000 米以上的天文点边防连，干
部老兵对新战士的呵护，不少时候显得

“很不通情达理”：新战士上山第一周不参
加站岗巡逻，上卫生间也必须有人陪；高
原反应较重的新兵，都会被连队干部骨干
一对一死死盯住，纵使反应严重头疼恶心
吃了就吐，也会被逼着吃，因为只有多吃
才能挺住；风雪中巡逻执勤，途中休息，
即便再困再累，也不许片刻打盹，防止一

“睡”不起。
“危难关头官兵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在生命禁区就是生命的保障。”一个经典故

事，在喀喇昆仑千里边防线上流传至今。
2008 年 3 月初的一天，二班“大力士”刘兆
杞病了，先是头痛发烧，几个小时后就神志
不清了。军医诊断，小刘可能患了脑水肿，
必须送去治疗。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人
的生命十分脆弱，别说脑水肿，就是感冒都
可能夺去生命。

3 月的喀喇昆仑冰封千里，下山比登天
还难。时任指导员许国雷的哨音响了，几
十名官兵紧急集合，操起铁锹镐头，护送刘
兆杞下山。兵车行至 81 公里处天神达坂
时，1 米多厚的积雪挡住了去路。达坂上，
积雪绵延 10 余公里，只凭几十把铁锹镐
头，能打开生命通道吗？“兄弟们，为了战友
的生命，我们舍命也要挖出一条路来！”许
国雷大吼一声，几十双手不停地挥动起
来。累了，吸两口氧接着刨；饿了，啃两口
馕继续挖。

在被阻道路的另一端，闻讯赶来的神
仙湾边防连官兵也在争分夺秒挖雪开路。
两个连队，一个目标，不惜一切抢救战友生
命。第三天中午，两路官兵会师了，生命通
道伸向远方。继续登车前行，护送的官兵
发现，10 余公里路两边的雪墙堆得比车还
高。至今很多人仍觉得不可思议，在坐着
喘气都很困难的雪山之巅，就靠百十双手，
何以能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官兵一致、甘苦与共、生死相依，就没
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
务，这是天文点边防连官兵从无数次艰苦
卓绝的边防执勤中凝聚成的信念。今年 4
月，连队奉命赴高原某地执行驻勤。零下
30多摄氏度的夜晚，穿得再厚，几分钟也会
被冻透。“开始几天，野外露营，连队干部党
员总是把唯一的运兵车让给下哨的战士取
暖，自己钻进睡袋，躺在雪窝里。凌晨两三
点，天气最冷，营长刘新军就悄悄从睡袋里
钻出来，用汽油炉子煮一锅热面条，让每个
战士吃一碗暖暖身子。野营帐篷架起来
后，门口睡的都是干部，他们用身体为战士
挡风。”说着那些天的经历，战士刘新疆又
激动了。

“官兵一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为我军确立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之一，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我军建军治军实
践中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军始终保持强大
凝聚力战斗力的力量源泉。”和田军分区政
委杨小康告诉记者，今年，天文点边防连已
完成徒步巡逻 2200 余公里、处置突发边情
80余次，排除各类险情 60余次。

喀喇昆仑的夜晚宁静清澈，满天繁星
恍如童话世界。排长马小军对记者说，当
太阳升起的时候，执勤官兵们又将徒步向
海拔 5492米的巡逻点位进发。

铸 就 钢 铁 哨 卡
——新疆军区某团天文点边防连弘扬官兵一致优良传统

本报记者 李争平

“从网上申办到领取营业执
照 只 用 了 10 天 时 间 ！”回 忆 起
8 月份申报营业执照的情景，重
庆北碚区一农家乐老板曾吉军又
惊又喜。他告诉记者，自己享受
到的是重庆市工商局实施的微企
登记制度改革“先照后证”优惠政
策——允许企业先办理营业执
照，后申办相关行政许可。企业
可以提前半个多月拿照，开展招
聘、市场推广等筹备活动。微企
登记制度改革是重庆工商部门开
门整改的成果之一。

自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以来，重庆市实施了正风肃
纪、提升效能、优化考核、干部下
访、固本强基 5 个专项行动，每个
行动由一名市委常委负责，扎实推
动整改工作不断深入。针对部分
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公款送礼吃
请，教育医疗部门乱收费等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庆市进行了
集中整治。几个月来，重庆各地制
止涉嫌违规大操大办行为164起，
责令清退或上缴收受礼金上百万
元；开展明察暗访 2613 次，直击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查处
“吃拿卡要”、不作为人员 801 人；
各区县各部门领导下访接收矛盾
纠纷和信访事项 4752件次，化解
4225件次、化解率达89.5%。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节庆论坛展会铺张浪费现象以
及公务支出不透明问题，重庆市财政局专门出台办法规范
活动经费管理，从预算审批、绩效评价等方面监督问责、综
合根治。据统计，重庆市今年仅展会活动就减少 189 项，
节约的 7000多万元财政资金将全部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同时，明确规定市级预算单位年内必须实现办卡及使用全
覆盖，并将此前的 7 项强制结算目录扩大到 20 项。截至
目前，重庆市公务卡报销金额占结算目录金额的比重在
80%以上，所辖区县将在2014年实现公务卡改革全覆盖。

针对区县群众反映的撤并村不通公路问题，重庆市
交通委员会制定了全市撤并村公路建设规划，计划到
2017 年建设 10000 公里，解决 2606 个撤并村近 153 万
人的出行难问题，目前已落实市级补助资金 2.75 亿元，
全面启动了年内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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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第二届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
典礼近日在京举行。本届终身成就奖
授予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
逸，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张卓元。

据悉，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在 2012 年
首度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每
年表彰两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卓
越贡献的中国学者，人文学科及社会科
学学科各一人。

第 二 届 吴 玉 章 人 文

社科终身成就奖揭晓

本报北京 12 月 21 日讯 记者吴佳佳

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
部、司法部等 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
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方案》，自 2013 年 12 月起开展为期 1 年的
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要依法严惩侵害医患人身
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要对实施伤害医务人员和患者人
身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采取一切有效措施

果断制伏，依法严惩。
方案要求提高医疗机构安全防范能

力。要强化医疗机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确
保重点区域、重点部门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
100%。具备条件的二级以上医院安全监控
中心应当建设应急报警装置并与当地公安
机关联网。各级卫生计生（卫生）行政部门
要会同公安机关督促医疗机构加强内部巡
查守护。可根据实际需要在二级以上医院
设立警务室。要健全警医联动、联防联控机

制，提高应急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能力。
《方案》指出，要做好医疗纠纷化解工

作。各地要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体系建
设，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力争 2014 年
底覆盖 75%的县级行政区域。建立健全医
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机构投诉管理衔
接机制，及时引导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
化解，有效防止矛盾纠纷扩大升级。大力
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力争覆盖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

涉 医 违 法 犯 罪 专 项 行 动 展 开
力争明年底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75%县级行政区域

涉 医 违 法 犯 罪 专 项 行 动 展 开
力争明年底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覆盖75%县级行政区域

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是海南海口市的
优势。然而自 12 月 6 日始，海口却连续出
现空气污染，10日上升为中度污染，11日出
现雾霾天气，绕城高速能见度不足 50米，不
少市民购买了空气净化器。“我选择海口定
居，就是因为这里空气好，没想到也出现雾
霾天。”退休工人秦启民显得很无奈。

海南省监测站数据显示，本月海南空
气质量明显下降，海口 12 月 10 日 AQI（空
气质量指数）为 174，PM2.5最高小时浓度为
165 微克/立方米，日均浓度为 133 微克/立
方米。这是海口按新空气标准监测以来首
次出现中度污染。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韩保光
认为，海南空气质量下降主要源于大陆大气
污染物远距离输入，也与本地地理气象条件
和局地污染排放有关。大气污染输送后向
轨迹分析显示，12 月 4 日至 10 日，除 6 日的
气团来自华中，其余6天均来自华南。12月
上旬，广东广州和佛山、广西北海、湖南长沙
和株洲等重点城市 AQI为 120至 250之间，
集中出现轻度至重度污染天气。含有大量
污染物的气团随冷空气南下，越过琼州海峡
抵达海口，导致空气质量下降。

造成海口空气污染的另一原因是逆
温天气。逆温出现时，大气稳定，不利
于污染物扩散，而海南冬季易发逆温天
气，导致大陆性气团远距离迁移带来的
污染物累积。

此外，海口空气污染物也有一部分来
自本地，汽车尾气、施工粉尘污染日益加
重。“以前阳台的栏杆不用擦，现在用手一
抹一层灰。”家住海口市实验中学附近的王
惠民感慨地说。

此次海口空气污染，还显现出另一威
胁，即二次污染物臭氧。监测显示，海口 12
月 4 日、6 日、9 日 AQI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臭氧是地球大气中一种微量气体，吸入过
量对健康有一定危害。韩保光说，远距离
输入的污染物叠加本地氮氧化物和碳氢化
物等一次污染物，在海南强紫外线照射下，
经光化学反应，容易生成较高浓度的臭氧。

12 月 15 日，一股强冷空气进入，海南
大部分地区开始降雨、降温，空气质量随之
得到明显改善。然而，PM2.5“破百”已拉响
了海口环境污染警报。海口市紧急应对，
已制定了控制城市承载力、构建生态绿地
系统、设定产业进入门槛等方案。

经过对可建设和不可建设资源总量分
析及区域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分析，海口
规划了城市规模：主城区规划用地面积限
定为 563 平方公里，城市总建设用地最佳
规模限定为 300 平方公里，总人口控制在
250 万左右。同时，海口选择了“带状组
团+中心放射”的市域空间结构，即主城区
通过隔离绿带分割为中心组团、长流组团
和江东组团等 3个组团，形成城市组团和卫
星城镇集合体，使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
活方式更加低碳化和生态化。

海口正着手构建“一网、两带、两廊”的
生态绿地系统。在主城区规划用地内，全
市规划控制了近 200 平方公里生态用地；
紧邻主城区，设立了 78 平方公里的海南东
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118 平方公里的
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等重点生态资源保护
区。这些生态景观，构成海口城区周边的
生态屏障，以实现“北有蓝色海洋，南有绿
色森林，组团间有绿带”。

与此同时，海口将选择低碳的产业结
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并把高新技术产
业、滨海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服
务型农业作为主导产业。

首现中度污染 海口紧急应对
本报记者 何 伟

本报北京 12 月 21 日讯 记者金晶

报道：文化部 20 日公布全国地方戏创作
演出重点院团名单，中国评剧院、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西藏自治区藏剧团等 39 家
院团入选。河南小皇后豫剧团作为惟一
民营院团名列其中。

据悉，根据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
持计划实施方案，经各省区市文化厅

（局）申报推荐，文化部组织专家严格按
照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评估指
标体系，最终确定这 39 家重点院团。本
次入选的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重点院团
将获得 100万元资助资金。

全国地方戏创作演出

重 点 院 团 名 单 公 布
39家院团入选

本版编辑 张 虎 管培利

12 月 21 日，从辽

宁营口驶抵江苏海门

的货轮在海门港卸载

集装箱。当日，辽宁

营口港至江苏南通海

门港的集装箱航线正

式开通。

许丛军摄

（新华社发）

12 月海口空气质量明显下降，

并首次出现大气中度污染。主要原

因包括大气污染物远距离输入，逆

温天气，汽车尾气、施工粉尘污染加

重，二次污染物臭氧生成等。针对

PM2.5“破百”，海口市已制定了控制

城市承载力、构建生态绿地系统、设

定产业进入门槛等应急方案

（上接第一版）

为解决农民储粮、卖粮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促进农
民增收，黑龙江省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粮食购销会，拓宽农
民售粮渠道，协调银行及时发放贷款。中储粮也敞开收
购农民手中余粮。粮食银行为农民免费保管粮食，协助
办理粮食质押贷款，实现粮食深加工或规模化销售。国
家对采购黑龙江 2013 年产的粳稻和玉米每斤补贴 7 分
钱，促进农民增收，大丰收后政策“托底”农民格外欢迎。

以往整地一直是困扰农民的大难题。但近年来随着
大农机的普及以及土地集约化经营，整地不再拖到来年。

在青冈县，记者走在浅松深翻后的地里，感觉到半只
脚都能陷入土里，手中的深松尺插进地里显示可以达到
35 厘米。青冈县芦河农机合作社农民赵国学告诉记者，
他家的 80亩地连深松带旋耕大半天时间就能完成。

青冈县农机总站站长高纯玺说，今年青冈县雨水多，
给深松整地带来困难，但是靠着全县 20 多个合作社近百
台大农机设备抢前抓早，在初冬前就完成了全县 160.5
万亩的秋整地工作。经过深松后的土壤板结率低，通透
性得到加强，为明年春耕打下良好的基础。目前黑龙江
省耕地已经全面实现“黑色越冬”。

（三）

明水县食用菌合作社负责人杜亚军从秋收到现在一
天都没得闲，天天忙活着教刚入社的农民如何种植食用
菌，而明水县的几个“农家书屋”也格外热闹，不少农民聚
在一起阅读农业科技书刊，寻找致富信息。

走在明水县城，以往这个时候生意红火的农贸市场
显得冷清许多，很多商家都表示前来置办年货的人少了
不少。而相比之下化肥销售公司和新华书店却门庭若
市。记者了解到，明水县有关部门组织小分队走乡串村
开展科技讲座，将种田新技术、养殖技术等“科技年货”送
到农民手中。以往晒太阳、打麻将、喝大酒、唠家常的“老
四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听讲座、学技术、搞副业、跑
市场的“新四样”。

在明水县种粮大户庞志军正在家里联系明年化肥货
源，丝毫感受不到冬闲的气氛。今年，庞志军的合作社种
植了 2 万亩玉米，如今卖粮进展很顺利。但庞志军也有
难事：今年合作社 800 万元的投入几乎全部来自银行贷
款，为了贷款，庞志军和农民们几乎把各个银行的门槛踏
烂了。为什么不利用国家对种粮大户的贴息贷款？庞志
军告诉记者，合作社也获得 50 万元贴息贷款，但办理贷
款的过程让庞志军一度打算放弃。“太麻烦了，我跑了一
个多月才办完，还不如正常贷款利息合适。”

庞志军对记者说，听说两江平原农业改革试点放在
黑龙江，真希望能帮合作社解决贷款难、贷款少的问题。

“现在我们农业技术没问题，就差钱了！如果能以合作社
的名义贷款，并且增加贷款额度，简化贷款手续，再种 2
万亩我都没问题！”庞志军充满了期望。

庞志军可能还不知道，随着两江平原农业综合配套
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来农民手里的土地经过评估就可以
去贷款。银行也不必再为还不上贷款而担心，如果到期
还不上，土地仲裁委员将收回土地并用再次流转后的钱
偿还贷款。而那些规模大、效益好、信誉高的经营主体不
但能多贷款还可以发放债券，资金将不再困扰农民。

黑龙江省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表示，随着改革的推
进，黑龙江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培育新型经济主体，完
善农业产业体系，引领和推动农村改革实现第二次飞跃，
这也将为全国农业现代化积累经验探索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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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收后农民在忙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