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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令人闻之色变的“非典”，已渐渐
成为全国人民遥远的记忆，但各类避之不
及的传染性疾病，仍时刻威胁着我国数以
亿计人群的健康甚至生命。在防治传染病
这个特殊战场上，解放军第 302 医院从解
决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难题
入手，自主创新，勇于担当，完成了免疫细
胞治疗肝癌、干细胞治疗艾滋病等 50 余
项国内领先技术应用临床，实现我国传染
病治疗史上一次次重大突破，撑起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的盾牌。

自主创新，50 余项领先新
技术应用临床

各类肝脏疾病患者，大约占到我国传
染病人群的 90%以上。302 医院肝病治疗
能对症下药，是因为那里有我国第一张肝
脏疾病谱。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医院病理
诊断与研究中心在赵景民主任的主持下，
经过20年不懈努力，通过对3万个病例进
行病理再诊断和实验室再检测，绘制出我
国第一张肝脏疾病谱。把肝病划分细致到
120多种，准确地描绘出具有我国地域性特
色的肝病发病状况、临床病理、流行病学特
点，为我国肝病的诊治和预防奠定了基础。

与各种传染病“过招”，是长期而艰难
的较量。病毒在变异，病情在变化，只有不
断探索创新更多对症诊治办法和药物，才
能有效救治“变异”的病人。

这些年来，302 医院在国内率先研
发、创建的“常见传染病实验室诊断信息

系统”和“感染性疾病病原实验室快速诊
断技术平台”，能在发病第一时间，选用最
快的检测方法，得出准确可靠的检测结
果，实现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快、准”诊
断，在“非典”、“甲流”等 20 余起突发疫情
病原筛查中，均于 24小时内确定病原。

近 5 年来，医院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
目 200 余项，取得包括 4 个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在内的高等级成果 27 项，50 余项
国内领先新技术应用于临床。

让老百姓看好病、少花钱，
是永远的追求

为什么很多慢性乙肝患者服用抗病
毒药物后，非但不能清除病毒，还容易产
生耐药性？医院肝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
任王福生，经过 10 多年研究，以免疫细胞
治疗为切入点，发现了三种免疫细胞及相
关分子变化可以预测乙肝的转归，率先提
出了我国乙肝人群 T 细胞和 DC 亚群参
考值范围，并在国际上提出抗病毒治疗的

“爬坡假说”，极大优化了治疗方案，完成
了世界首例免疫细胞临床治疗慢性乙肝
的临床试验。目前，免疫细胞治疗作为一
种新型生物治疗手段，已治疗肝病患者上
千例，有效率达 90%以上。

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是全国肝病中药新
药研发基地，所长肖小河带领团队研发的
30多种肝病新药，疗效显著，价格亲民，在
患者中有口皆碑。患者陈正彤深有体会：

“我患乙型病毒性肝炎 20 年，以前都服用

进口药，改服302医院抗病毒制剂后，吸收
快，效果好，一年节省药费3000多元。”

肝胆外科二中心主任刘振文实现了
肝移植“术中少出血、少输血，甚至不出
血、不输血”目标，手术成功率高达100%；
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主任李玉带领团队，运
用血管介入、射波刀放疗、靶向化疗相结
合新技术，3 年来共治疗肝癌等各类肿瘤
患者2781例，控制率达90%以上⋯⋯

医院院长吕吉云坚定地说：“把患者
治愈率提高了，疗程缩短了，费用降低了，
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看好病、少花钱，是
我们永远的追求。”

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
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7 月 12 日，北京酷热难耐。302 医院
专家医疗队来到海淀区海淀街道合建楼
社区，就诊和咨询的群众摩肩接踵。医院
外联办主任杨燕告诉记者，“这些年来，由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利用周末深入
北京市各区县 78 个乡镇，送医送药送知
识，受益群众已达 10多万人次。”

302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视驻地群
众为亲人，他们也牵挂着西部地区的父老
乡亲。医院国际肝病诊疗中心主任赵平10
年关心宁夏彭阳县长城村党支部书记李玉
荣肝病治疗的故事，在六盘山麓广为流传。

10 年前，正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李
玉荣被查出得了肝硬化，一时间对生活失
去了信心。这时，赵平主任和对口支援西

部卫生事业的 302 医院专家医疗队来了，
对症下药，重新点燃李玉荣的一腔热情。
他抖擞精神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被评为
全国农村先进村党支部书记。

这些年来，302 医院在 18 个省区市
建立对口支援、技术协作、帮扶医院 55
家，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高技术含量的雷
锋医院”。

新疆曾是全国艾滋病、肝病等传染病
发病率较高的地区，302 医院主动伸出援
手，启动支援新疆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
肝病学科建设五年计划，建立了新疆第一
个艾滋病、肝病防治基地。他们帮助建立
的全疆第一个感染性疾病血液净化中心，
使当地感染性血液透析患者得到规范统
一收治，交叉感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指
导建立了远程会诊及专家咨询网络平台，
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学科技术骨干。

今天，通过 302 医院数字化远程会诊
信息网，即使患者远在雪域高原、沙漠戈
壁、海岛边防，也能接受知名传染病专家的
诊疗。通过远程会诊，西藏姑娘阿旺普仁治
好了肝性二期脑病，避免了遗传性疾病恶
化；蒙古族大叔全俊日制止了病毒性肝炎
恶化；广西小朋友欢欢多年居高不下的转
氨酶降到正常值⋯⋯专家们还通过网络平
台为55家协作医院的医护人员传经送宝。

“我们就是要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医
院，尽可能多地为全国更多患者解除病
痛。”采访中，这些国内传染病顶尖专家异
口同声地说。

撑 起 守 护 生 命 之 盾
——解放军第 302 医院自主创新造福患者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本报北京7月29日讯 记者韩秉志

报道：教育部近日公布一项新规，将特长
生招生、基建工程招投标、校级领导干部
社会兼职、因公出国等纳入《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事项清单》，并要求75所部属高校
即时公开、确保信息真实。

《清单》 囊括 10 大类 50 条具体项
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高校
要建立即时公开制度，信息制作完成
或获取后 20 个工作日内即时公开。此
外，要完善年度报告制度，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要对清单所列信息的公
开情况逐条详细说明，并于每年 10 月
底前向社会公布。

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

公开招生财务等信息

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

公开招生财务等信息

本报北京 7 月 29 日讯 记者李万

祥报道：全国各中级人民法院和绝大
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于 29 日开通违纪违
法举报网站，并与最高法院和各高级
人民法院举报网站联网运行，面向社
会受理对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
的举报。

据悉，举报网站建设采用统一标
准，分为举报前台和办信后台两个部
分。举报前台设在互联网上，主要用
于收集群众举报和向举报人反馈办理
情况，网民可以通过最高法院举报中
心 网 站 网 址 访 问 各 个 法 院 的 举 报 网
站。办信后台设在法院系统内网，负责
处置举报信息。

本报广州 7 月 29 日电 记者庞彩霞报道：由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主办的

“粤来粤好——2014 年网络名人看广东”活动日前在广
东举行。据悉，本次活动为期 5 天，含全国一批网络名人、
中央及省属媒体成员组成的活动联合采访团，奔赴广
州、惠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等地，实地走访广东省
重大项目，亲身感受改革推动发展下的广东新貌。

近年来，广东坚持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事关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任务和重要抓手，大力实施
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仅 2013 年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就完
成投资 4908 亿元，为年度计划投资的 116.9%。2014
年，广东再安排省重点项目 285 项、子项目 836 个，年度
计划投资 4500 亿元。截至 2014 年 5 月份，省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1778 亿元，为年度计划投资的 39.5％。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为广东首次通过“网络名人+
网络媒体”的组合方式，集结全国知名网络“意见领袖”、
中央和地方各主流网络媒体及传统媒体之力，充分反映
广东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建设成就。

2014年网络名人看广东活动举行

全 国 四 级 法 院 联 网

开 通 举 报 受 理 网 站

碧波浩瀚的青海湖边，英姿飒爽的骑
行爱好者环湖骑行，是一幅随处可见的风
景。18岁的中国公安大学学生王硕，全家
自驾来青海旅游，租车环湖骑行已有 4
天。“非常有意思，挑战自我！这个爱好是
受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影响。”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青海最
靓丽的文化体育名片。举办十三届以来，
与环法赛、环意大利赛、环西班牙赛等职业
巡回赛并列为世界4大自行车赛，也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

在这个海拔 3865 米的青海湖区域，
喘气都困难，当初很多人质疑，怎么能搞
自行车挑战赛？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吉狄马加向《经济日报》记者阐释了他的
思考：青海的高海拔，过去被认为是劣
势。但是任何地方要形成差异化竞争，恰
恰要寻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地理学家
提出，相对于南极、北极，世界海拔最高的
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的“第三
极”。利用“第三极”的定位，吸引了世界
顶级骑行运动员来这里，在一个富有挑战
性的环境里创造奇迹。这就是“环湖赛”
成长为世界高原体育运动第一品牌的内

在逻辑。
如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

成为青海省暨中国西部横向交流和纵深
发展的“黄金十字”，促进了东西部与国内
外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也促进“体育、
传媒、旅游、环保”4 大朝阳产业的共生发
展，为古老的高原创造了无穷机遇。

与“环湖赛”策划理念相通，青海国际
高原精英攀岩赛、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

赛也蜚声海内外。一系列世界级体育文
化品牌的成长，与青海发展文化产业的独
特理念分不开，与青海人对资源的重新认
识和定位分不开。

说起资源，人们往往想到传统的水
能、电能、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等。吉狄
马加认为，这些都是青海的“硬资源”，但
青海的“软资源”——独特的文化、地理地
貌等都需要重新认识，找出比较优势“变

劣为优”，利用人文资源与环境的差异性
和独特性，在文旅融合方面大有可为。

青海是民歌的海洋，是格萨尔史诗广为
传唱的地方，也是西北的“花儿”唱得最多的
地方。以此为基础，青海打造出“青海湖国
际诗歌节”，位列国际七大诗歌节第二位。

立足挖掘青海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
源，青海又打造出 4 张熠熠生辉的“青海
名片”——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世界
山地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
旅和国际唐卡艺术节暨文化遗产博览
会。它们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一起，并蒂
开出青海文化的“五朵金花”，也给青海旅
游带来井喷式增长。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热潮中，青
海人又将重新认识资源的目光投向了昆
仑山。昆仑山犹如一条玉带，横峙西北大
地，绝大部分山脉位于青海。昆仑神话承
载了中华民族最瑰丽的想象，昆仑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目前，青海省正积
极筹办在昆仑文化背景下的丝绸之路文
化论坛。昆仑文化将是加强各国文化交
流的一把金钥匙，为青海打造新丝路上的
人文交流中心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变劣为优”后劲足
本报记者 王晓雄 祝惠春

丝 路 行·看 青 海

青 海 湖

边，不少骑行

爱好者环湖骑

行，成为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黑 龙 江 粮 食 总 产 已 经 登 上

1300 亿斤的台阶，粮食总产量、商

品量、净流出量、人均产量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第一。成绩的取得，关键

在于黑龙江实践出一条具有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这条路子，就是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扎实

推进规模化、水利化、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建设。规模

化，提高了农民合作化组织化程度；水利化，夯实了农业

生产的基础；机械化，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科技化，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全面增强了农业抗风险能

力；产业化，形成“大粮仓+大厨房”。黑龙江发展现代农

业的实践，为其他粮食主产区蹚出路子，作出示范。

深化改革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去年 4 月，

国家确定在黑龙江开展“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结合实际，黑龙江突出改革重点，大力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农村金

融服务体系，不断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这些改革

有效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是黑龙江承担的重大任务，黑龙江的探索必将为我国

发展现代农业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蹚出路子 作出示范
李 亮

(上接第一版)

按照“稳面积、调结构、增产量、提品质”的原则，今年
黑龙江重点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水稻等优质粮食
生产，今年种植农作物 2 亿亩，其中优质高产水稻占比将
近三分之一。全省玉米、水稻两大高产粮食作物分别达
到 12000 万亩和 6500 万亩，仅种植结构调整一项，全省
每年就可增产粮食 50 亿斤以上。此外，全省充分发挥土
净田洁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粮食生产，今年全
省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 7500万亩。

黑龙江省从农业生产最急需、最关键、最薄弱环节入
手，加大基础建设投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今
年全省加大推进“农机化、水利化、大棚化”3 大工程，重
点装备整地机、精量播种机、水稻插秧机等农业机械，全
面提高种管收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全省筹措资金 20
多亿元完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尼尔基引嫩
扩建、西山水库等一大批水利控制性工程，实现自 2008
年以来新增灌溉面积 4352 万亩。全省水稻标准化育秧
大棚、智能化催芽车间总数分别达到 84.8 万栋和 1023
个，为水稻创高产、提品质提供有力保障。

黑龙江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目标紧紧锁定
在科技强农上。今年以来，全省深入实施良种化工程，自
主培育了龙单 49、龙粳 25等 340 个高产、优质、抗逆性强
的优良品种。同时推广 10 大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玉米大
垄双行、钵体育苗机械栽插等技术模式，培育出一大批玉
米亩产吨粮高产典型。全省 5 大粮食作物模式化栽培面
积达到 1.8亿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86%。

此外，黑龙江省还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保
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经营方式
创新，进一步释放农业生产力潜能。鼓励各地在尊重
农民意愿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类型农业经营主
体。目前全省经营土地超过 20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发
展到 8.8 万个，认定的家庭农场达到 1.5 万个，农业企业
发展到 277 个，农民合作社发展到 5.45 万个，总数位居
全国第六位。

据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李世润介绍，到 2010 年，黑
龙江省已提前 5 年时间实现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规划目
标。今后一个时期，黑龙江省要以“两大平原”现代农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统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推进科
技进步、创新体制机制、发展优势产业，在全国率先建成
现代化大农业示范、生产、供给基地。

“生态大粮仓”+“绿色大厨房”

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穆斯林群众欢度开斋节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9 日电 记者从新疆警方获
悉：7月 28日凌晨，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
击案件。一伙暴徒持刀斧袭击艾力西湖镇政府、派出所，
并有部分暴徒窜至荒地镇，打砸焚烧过往车辆，砍杀无辜
群众，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31 辆车被打砸，其中
6辆车被烧。公安民警迅速依法处置，击毙暴徒数十名。

经初步调查，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
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目前，公安机关
正全力侦破案件，受伤群众得到有效救治，当地社会秩
序正常。

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

本版编辑 秦文竹 常 理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9 日电 （记

者于涛） 2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
林迎来祥和喜庆的开斋节。

清晨，乌鲁木齐市民马本盛早早地沐
浴更衣，换上节日盛装，来到小区附近的银
川路清真寺做礼拜。在马本盛赶到的时
候，已有不少穆斯林提前到来，礼拜厅早
已容纳不下，他便和其他晚到者在清真寺
门前的空地上有秩序地排开进行礼拜。
礼拜之后，马本盛按照传统习俗，向寺里
施舍乜贴（施舍财物），用以救济穷人。

马本盛说，开斋节是回族的大年，是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通过一个月的斋
戒，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我刚在礼拜
中祷告，希望真主保佑我成为一名正直、
善良、平和的穆斯林，并让我家人的生活
更加幸福安康。”

坐落在喀什市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
新疆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中亚地区最有影
响力的清真寺之一，每到伊斯兰节庆日，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都要汇集上万名穆
斯林共同礼拜。天色刚刚放亮的时候，家
在喀什地区疏附县农村的艾尼瓦尔便吃
完了早餐，骑着摩托车赶往艾提尕尔清真
寺做礼拜。最近两年来，艾尼瓦尔一直参
加县里组织的劳务输出，在南方沿海地区
务工，每年收入 3 万多元。今年年初，艾
尼瓦尔一家也搬进了安居富民房。为了
出行方便，还买了辆摩托车。“近几年，家
乡穆斯林生活变化非常大，乡亲们收入普
遍增加。今天做完礼拜，我还要在市里给
孩子们每人买一套新衣服。”

节前，自治区政府决定，开斋节当天
全疆各地放假一天。在和田市一家企业
工作的艾斯海提早晨礼拜之后，立即回
到家中把羊肉炖到锅里，并且帮助妻子

炖粉汤、炸油香。艾斯海提告诉记者，多
年以来，他的工友张帆每年开斋节中午
都会来给他拜年，他也会邀请张帆一起
吃午饭，今年也不例外。“张帆最爱吃羊
肉粉汤，还要加辣子，我懂他的口味哩。”

在新疆，开斋节是维吾尔族、回族、
哈萨克族等 10 个少数民族穆斯林的重
要节日。为了丰富节日市场供应，稳定
市场物价，全疆各地投放大量储备肉，低
于市场价格出售，供当地居民选购。在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领馆巷南社区牛羊肉
直销点购买羊肉的市民娜扎开提说，近
年来，政府设置的储备肉投放点越来越
多，价格越来越便宜，“这是政府对我们
穆斯林的关心和爱护。我坚信党的民族
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我们广大穆斯林宗教
信仰自由和生活幸福的重要保障。”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张

亮 曹 婷 张 钦） 开斋节，是穆斯林群
众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经过一个月的封
斋，穆斯林群众迎来了传统的开斋节。

29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230 多万回
族穆斯林在当地清真寺举行隆重的节日
会礼，欢度传统节日——开斋节。

29 日是中伏的第二天，炎热的天气
没能阻挡穆斯林群众前往清真寺礼拜的
脚步。当天上午，记者在宁夏首府银川
市南关清真大寺门口看到，沿街的商贩
已经早早把馓子、油香等清真美食摆出
来销售。前来参加会礼的回族群众互道

“色俩目”，共同礼拜，施散“乜贴”，节日
氛围非常浓厚。

街边卖馓子的回族商贩马梅花说：
“为了等这一天，我们全家十几个人用半
个多月的时间，准备馓子、油香等回族特
色食品，庆祝开斋节。”

9 时 30 分，开斋节会礼正式开始。
南关清真大寺殿内、院内、甚至大门口都
站满了穆斯林群众。悠扬的古兰经从扩
音器中传出，喧嚣的清真寺瞬间变得宁
静肃穆。

据银川市南关清真大寺寺管会主任
保进贵介绍，当天来到南关清真寺礼拜
的穆斯林达到 14000多人。

为庆祝开斋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
宣布今年开斋节放假调休时间为 7 月 26
日至 30 日，共 5 天，充足的假期有利于穆
斯林群众参加会礼、走亲访友等活动。

在古城青海西宁，大小清真寺 28 日
聚满了参加节日会礼的人们。位于穆斯
林聚居区中心位置的东关清真大寺更是
吸引大批群众，寺院外几公里长的大街
全是虔诚礼拜的人们。

西宁是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
居的城市，其中穆斯林群众人口约有三
十几万。

开斋节当天，西宁市城东区不少清真
饭馆里，戴着白帽子的穆斯林群众和汉、
藏群众共同围桌进餐。回族小伙儿马明
宇说：“每年过节，我们都要和亲戚朋友在
外面吃饭，都是朋友，不分哪个民族。”

28 日，甘肃省 170 多万回族、东乡
族、保安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穆斯林，在
为期 1月的斋月功课结束后，迎来祥和的
开斋节。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驻地临
夏市上万名穆斯林在虔敬沐浴后，换上
新装，来到市郊参加庄重的会礼。

临夏州决定，开斋节期间全州放假 3
天欢庆佳节。此前，临夏州政府走访慰
问了当地部分伊斯兰教界宗教人士和信
教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