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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
我国医务工作者将有一个自己共同的节
日。医师节，就是让全社会不要忘记医
师这个群体，不要忘记他们对人类和社
会的贡献。

医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师
者，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医师不仅
是一个行业，这个职业群体护卫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
群体。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国
卫生系统人员总数达 1174.9 万，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 898.8 万人，执业 （助
理） 医师339万人。截至目前，卫生健
康领域当选两院院士共 298 人，共 90
人获得“国医大师”荣誉，共有 67 人
获得“白求恩奖章”，59人获得劳动模
范称号。

“在患者面前，我是医生，医乃仁
术，应施惠而莫图报；在学生面前，我
是教师，育人为本，应身教重于言教；
在组织面前，我是党员，遵守党章，要

事业至上，鞠躬尽瘁。”这是中国胸心
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学的奠基人之
一吴英恺的名言。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
胸科专科医院，在医疗、预防、科研、
教学和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
杰出贡献。

在中国近代妇产科学的发展史上，
有一位开拓者，她一生接生了5万多名
婴儿，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
病、妇科肿瘤等方面卓有建树。她是北
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也是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性学部委
员、院士，被誉为“万婴之母”“生命
天使”的林巧稚。

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吴孟超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

“五叶四段”的见解，在国内首创常温
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率先突破人
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建立了完整的肝
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
体系。针对我国患者肝癌合并肝硬化

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
点，他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
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
有机统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长期从事医
学内科血液学领域的研究及临床工作，
开创了白血病和肿瘤的诱导分化疗法，
在国际上首创用国产全反式维甲酸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此外，他还确
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上
海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
制，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
范；建立了中国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
研究体系。

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十
几位神经外科医生的落后状况，我国著
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
诚耗费10年心血，于1965年著就了新
中国第一部神经外科学专著——《脑血
管造影术》，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在简陋的实验条件下，他受

到 X 光放射的严重伤害，曾患过 6 次
肺炎。

贾立群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
主任。从医 40 年来，他始终秉持“医
者仁心”理念，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
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为了能让患儿
减少等待，经常在下班回家后，他仍是
随叫随到，被誉为“B超神探”。

业精于专，德厚于山。广大卫生与
健康工作者扎根基层，积极开展健康扶
贫。自2015年8月起，北京协和医院牵
头执行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任务，
3年来共派出3批次29名业务骨干，在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造血式医疗帮
扶，不仅建立了超声、影像、病理、检
验等平台科室，而且不断开拓创新，开
展了规范化产前超声筛查与诊断、腹部
大血管超声检查等7项新技术业务，成
立西藏自治区影像质控中心等，确保让
优质医疗资源在高原扎根，惠及更多
患者。

守 护 亿 万 民 众 的 健 康
——写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本报贵阳8月14日电 记者吴秉
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精准扶贫标
准体系”14 日正式对外发布并实施。
该标准体系共 26 项，由基础通用、项
目管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4 个部
分构成。其中，基础通用部分包括干
部驻村帮扶、贫困户识别、贫困户退
出等 7 项标准，项目管理部分包括农
业产业扶贫工作等 6 项标准，基础设
施部分包括农村“组组通”硬化路建
设与管理养护等 4 项标准，社会保障
部分包括教育扶贫学生资助、医疗保
障救助、大病专项救治管理等 9 项
标准。

贵州此次发布的精准扶贫标准体
系更加注重可操作性。如，“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规
范”标准，从人员选聘、管护区域、
岗位职责、补助资金、工作管理 5 个
方面细化了工作措施、指标和程序，
对每户贫困家庭选聘的人数、年龄以
及对护林员的管护范围、补助标准、
考核指标和奖惩办法等进行了具体
量化。

都江堰、灵渠、姜席堰、长渠于
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在加拿大萨斯
卡通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9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成
功入选 2018 年（第五批）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名录。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专业型世
界遗产，由国际灌排委员会于2014
年设立，目的是保护、挖掘和推广具
有历史价值的可持续灌溉工程及其
科学经验，每年申报评选公布一批，
今年为第五批。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
长、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评审专
家组成员谭徐明说：“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的意义，旨在促进水利文明的
继承和可持续的水利事业发展。通
过这一工作，抢救濒临消失的分布
于广大乡村城镇的古代水利工程。”

国际灌溉与排水委员会荣誉主
席高占义说，我国是灌溉古国和灌
溉大国，有丰富的灌溉工程遗产。
设立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的是收
集、挖掘和学习在用的古代灌溉工
程的智慧和哲理，保护具有历史意
义的古代灌溉工程，从中学习、运用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为建设
和管理可持续利用的灌溉工程奠定
基础。我国入选的4个工程代表了
其建设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历史灌溉水系是许
多古城、古村镇的重要环境保障和
文化基因，科学保护灌溉工程体系、
挖掘传承区域特色水利历史文化，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
延续至今的灌溉工程遗产，是生态
水利工程的经典范例，研究挖掘其
科学技术价值和历史经验，对当前
水利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截至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共五批68处，我国除了
今年入选4处外，此前入选了13处：2014年入选四川乐山
东风堰、浙江丽水通济堰、福建莆田木兰陂、湖南新化紫鹊
界梯田；2015年入选诸暨桔槔井灌工程、寿县芍陂、宁波它
山堰；2016年入选陕西泾阳郑国渠、江西吉安槎滩陂、浙江
湖州溇港；2017年入选宁夏引黄古灌区、陕西汉中三堰、福
建黄鞠灌溉工程。

谭徐明说，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有3个突出特点：
一是工程类型最为丰富，包括有坝引水、无坝引水、蓄水灌
溉、高山梯田灌溉系统、拒咸蓄淡、桔槔提水井灌、溇港系统
等，类型涵盖最为广泛；二是遗产代表性最强，代表了山区、
平原、盆地、沿海地区等不同自然条件下灌溉水（土）资源不
同的开发利用方式，各遗产工程均为典型代表；三是科技价
值十分突出、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文/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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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发布精准扶贫标准体系

近年来，山东平邑县深挖红色资源，
建设党性教育基地，树立党建品牌，传承
弘扬沂蒙精神，以党建引领发展，着力培
养、锻炼一批敢闯敢干、勇于创新的“好
党员”“好干部”，在全县大力营造一心一
意谋发展的干事创业氛围，打造更加优
质、更加便利、更加亲民的营商环境。

山东平邑县位于沂蒙革命老区，苏
家崮战斗、115师桃峪高干会议等许多可
歌可泣的故事流传至今。改革开放初
期，九间棚村党支部艰苦创业，以实际行
动丰富了沂蒙精神。多年来，“红色品
牌”激励平邑人民克服困难，不断汲取着

“红色力量”继续前行。
平邑还是临沂市域副中心城市、山

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国家级重
点生态功能区，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在不
断地思考着、探索着、实践着如何充分发
挥这些优势。

60多年前那场高干会议让平邑县观

音山名扬四海，成为人们追寻“红色基
因”的场地。而今天，平邑县从这里入
手，开展全县旅游战略大调整，把这里
变成新时期经济建设“新战场”：借助
这里是“崮”形地貌集聚区之一，把其
独具的资源禀赋和有利条件充分挖掘出
来，将“搬不走”的生态、“可开发”
的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本，与中
央美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规划建设

“举头望月、满目星辰”的观音山崮顶
艺术中心。同时，平邑县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以打造蒙山旅游
服务基地为目标，依托自然生态、历史
人文、乡村旅游、休闲养生等特色旅游
资源，吸引社会资本，推进唐村湖—丰
山旅游综合体、龙泉湖田园旅游综合
体、大殿汪古村、海螺寺休闲养生综合
体、九间棚—苏家崮红色教育基地、观
音山艺术家创作基地等景区景点建设；
将天宇自然博物馆打造成旅游项目、科

普项目、参与式项目，开工建设颛臾水
镇、影视城、儿童水陆游乐城和婚庆婚
俗大世界等，全力打造“山、水、路、
园、馆、村、镇”联动发展的全域旅游
大格局。

平邑县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县
委、县政府主动解放思想，自觉对标先
进，吸纳先进理念，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平邑以“四新促四化”为导向，补
齐工业“短板”，淘汰落后产能，培育
壮大新动能，将先进装备制造、军民融
合、高端木业、新型建材、生物医药等
产业加快培育成为转型升级龙头，形成
新的支柱产业。加快建设转型升级的园
区高地，加快沂蒙山军民融合产业园、
卞桥高端木业产业园等特色园区建设，
推动政策、资金、人才、项目等要素加
快集聚，提升各类产业园区发展水平，

增强园区核心竞争力。
平邑以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小城镇

建设为纽带、以新农村建设为基础，以
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线，突出做好县城
扩容提质、特色小镇打造、美丽乡村建
设、全域路网构建，不断提高城镇化
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去年，平邑县适时提出强化精神文
化引领作用，凝聚精神合力，塑造“开
放、创新、厚德、担当”的平邑精神，
考证与平邑有关的历史渊源，串起平邑
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一步激发平邑
人内心的文化自豪和自信，凝聚强大精
神合力，为新时期平邑的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大的文化力量。

“红色土地”孕育“红色品牌”，“红色
效应”激发“红色动力”。2017 年，平邑
县在临沂全市考核的 17 项主要经济指
标中5项指标位居第一，农业、美丽乡村
建设、医疗卫生等名次均大幅提升。

山东平邑县弘扬沂蒙精神谋发展——

为改革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孟 君

生平事迹、故居遗物、半身铜像、纪
念碑……在菏泽市烈士陵园，田位东烈
士被父老乡亲记在内心最深处，每年都

有大批群众前来参观瞻仰烈士英灵，缅
怀烈士的英雄事迹。

田位东，1907 年出生于山东省菏
泽市，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26 年进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
大革命失败后，田位东回到家乡坚持革
命斗争。1927年夏，田位东加入中国共
产 党 ， 同 年 5 月 任 中 共 山 东 省 委 交
通员。

1929 年 7 月，田位东与山东省委书
记刘谦初同时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
1930 年8月获释。出狱后，党组织派田
位东到青岛担任山东省互济会宣传部
长，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不久又被党组
织派往泰安工作。在白色恐怖极为严
重、斗争环境十分险恶的形势下，田位东

不仅毫不畏缩，反而更加坚定对革命事
业的胜利信念，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曾以拉黄包车、上山打柴等作掩
护，坚持地下斗争，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
费，资助生活无着的同志。

1931 年 3 月，党组织派田位东到枣
庄，在煤矿工人中秘密发展党员和建立
党的组织，先后建立起了中共枣庄矿区
工作委员会、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田位东
担任书记。矿区斗争环境复杂险恶，为
了更好地组织工人斗争，田位东经常下
井挖煤，深入工人群众，向工人讲解革命
道理，把大批矿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
围。在党组织领导下，矿区工人队伍逐
渐壮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了
多次罢工斗争。

1932年7月，中共枣庄矿区特委组
织领导数千煤矿工人，以“减少工时”

“增加工资”“取消包工制”为口号，进
行了“七月大罢工”，并准备进行武装
暴动。由于工贼出卖，田位东不幸被
捕。资本家摆下筵席，想软化、收买
他，但他不为所动，并揭露敌人的阴
谋。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威武不
屈，坚守自己的信仰。随后，敌人组织
法庭对他进行审判，他视死如归，义正
词严地驳斥敌人的指控。1932年8月3
日，在济南千佛山下，田位东高唱着国
际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口号，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文/新华社记者 闫祥岭
（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

田位东：枣庄“七月大罢工”领导人

76岁的温州市民杨立成每天一早提着工具沿街为公共
自行车作检查，5年来维修自行车约1.5万辆；温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陈建平27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跋山涉水，帮扶贫困
学生1000余人……在浙江温州，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

如何让“好人有好报，有德者有得”？近年来，浙江省温州
市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礼遇帮扶好人。比如在宣传“好人”方
面，温州市所辖各县市区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开辟专栏，常态
化宣传“最美温州人”，营造全社会崇尚“好人”的浓厚氛围。同
时，温州市建设了温州道德馆、杨府山道德主题公园和道德广
场，集中展示“好人”事迹；以“好人”为原型，拍摄或制作电影、
评书、戏剧、连环画，让“好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从2005年开始，温州市连续举办“感动温州十大人物”
评选活动，在舍己为人、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等方面，共评选
出“诚信老爹”吴乃宜、“最美教师”胡小丽、“最美交警”潘超
俊等百余位“最美温州人”。温州市40多个行业相继开展

“最美警察”“最美司机”“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全市村（居）
委会设立各类民间道德奖 2628 个，年均表彰各类“好人”
4000余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培育各类各级道德典型近
千人，其中有9人获“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33人入选

“中国好人”，近百人入选“浙江好人”。
在关爱“好人”方面，温州市本级成立了“最美温州人”公

益基金，注资200万元，专门用于帮扶“好人”；出台了《温州
市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法》和《温州市见义勇为保
障与奖励实施办法》，明确见义勇为者的医疗等费用由财政
全额买单。去年6月，温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和浙江省
农信联社温州办事处等联合推出《“最美温州人”贷款授信实
施方案》，明确为“温州好人”及其家属优先评级授信、优惠贷
款，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礼遇好人”成为社会常态。一
年多来，温州市累计授信157户，发放贷款8295万元。

在弘扬“好人”精神方面，除了物质奖励礼遇，温州“好
人”还能享受就学就医、信贷、出行等许多方面的礼遇。如
今，温州正打造“好人”常态化“礼遇”机制。元旦、春节等节
日，“好人”成为慰问的重要对象；教育、卫生、就业等各个方
面，都为“好人”提供无偿帮助；保险、体检、旅游等项目，还
专门发放“好人卡”。

温州市委宣传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最美温州人”
选树宣传工作的通知》，规范“好人”荣誉授予（追授）程序，
建立“好人”档案库。今年，温州市组织“好人”走进系列活
动，由8位温州“好人”组建的志愿服务总队，以“好人帮、好
帮人、帮好人”为宗旨，凝聚好人力量，发扬好人精神，向社
会传递榜样的力量。这些“好人”将走进社区、走进企业。
与此同时，温州市文明系统积极开拓发现“好人”的渠道和
范围，把视野放宽到全国温州人乃至全球温州人范围，让温
州“文明城市基因”传播更深更远，带动树立温州“大爱城
市、诚信社会、道德高地”的良好形象。

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在温州，“最美”已经成为“风景”。温州要让更多的“凡
人善举”进入公众视野，通过构筑“让受助人再助人”的
道德链，让每一位市民都“爱温州，做温州好人”，从而
营造“温情温州向善向上”“处处有最美、时时有最美”
的良好社会氛围。

8月14日，南水北调中线干线荥阳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南水北调索河渡槽进口节制闸巡查设备运行情况。进入汛期，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河南荥阳管理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变化情况，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巡查人员加密频次，应急抢险队伍加紧排查设备故障，
力保汛期安全供水。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浙江温州：

让“好人有好报，有德者有得”
本报记者 张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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