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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8 日电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国家大剧院精心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

族歌剧《党的女儿》13 日至 18 日精彩亮相。18 日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观看

演出。

当晚，指挥家李心草执棒，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

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七位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

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

家们，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

仰、不畏牺牲的感人故事。伴着扣人心弦的戏剧情

节，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或如泣如诉、或激昂

澎湃，一个个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真实可感，引领观众

感悟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重温中国共产党

筚路蓝缕、开创伟业的峥嵘岁月。

《党的女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剧

团于 199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创排演

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成

果，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歌剧之一。剧本根

据 1958 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阎肃（执笔）、王

俭、贺东久、王受远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王锡

仁、季承、方天行作曲，由彭丽媛、杨洪基等歌剧表演

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

“七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的

典范。

丁薛祥、黄坤明、蔡奇和苗华观看演出。

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同志，首都各界

观众约1500人观看演出。

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
王沪宁出席观看

本报天津讯（记者武自然、商瑞）连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天津各级党组织中引起热烈反

响，凝聚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的磅礴力

量。大家认为，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与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津沽

大地的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斗“十四

五”开局之年、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

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现场聆

听了讲话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天津市河

西区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党委书记王洋倍感振

奋，她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振奋

人心。作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一定会响应

党中央的号召，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社区工作者既

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我们朝阳里社区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摸准群众需求，

让我们的服务更精准更细致更温暖。”天津市和

平区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苗苗说。

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南开大学，始终牢记

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7 月 1 日，

南开大学广大师生通过不同方式收听收看了庆

祝大会盛况，共同回首百年奋斗历程。“总书记

在讲话中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表示，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2018 级博士研究生张雅雯表示：“先辈书写历

史，我辈创造未来，青年先锋要站出来，循着先辈的足迹，高举党旗走下去！作

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树立科研报国之志向，用奋斗践行爱国爱党的誓言！”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正激励天津新一代建设者，踏上新征程，实现新

发展。

在渤海湾畔天津港，码头作业正忙。在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实船作

业已超过 100艘次，实现了作业安全可靠，运营状况平稳，质量效率不断攀升。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斌说：“站在新起点上，天津港将认真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港口

人的贡献！”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董事长赵亮说：“我们要将中央要求、人民需求转化为

企业追求，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中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以能源电力‘快步走’助推全社会‘大步走’，为人民美好生活充

电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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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敖蓉）7月 18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澳门展映活动启动，一批建党百年相关

的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将在港澳地区

及海外陆续展播。《奥运赛事媒体权利

合作协议》同日签署，总台授权澳门广

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在澳门特别行政

区播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2022 年北

京冬奥会赛事节目。澳门受众可同步

欣赏普通话、粤语及葡语的总台奥运赛

事直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庆祝大

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

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并推出《觉

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批

精品电视剧。这些精品力作自 7 月 18

日起将在澳广视多个电视频道陆续播

出，并在香港及海外地区广泛展播。

当天，总台亚太总站还与澳门大学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把

总台在新闻报道、视音频资源和多元传

播等方面的媒体优势，与澳门大学在人

才培养、传播科研和国际智库等方面的

高校特色有机融合，为广大学子实践锻

炼、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澳门展映活动启动

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隙，但放在人的一生，

却可以厚重而宽广。

在战火中同白求恩并肩战斗救治伤员，50年完成 1.5

万多例胸外科手术，为寻找针刺麻醉最佳穴位不惜在自

己身上扎针试验……“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的百岁人

生充满传奇。

他是我国胸外科事业的拓荒勇士，又是人民健康的

忠诚卫士。做白求恩式的医生是他一生的追求。“只要我

一息尚存，就要多救治一个病人！”

【从医志在战火中萌芽】
辛育龄的从医选择，与白求恩有着不解之缘。

1921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辛育龄出生

于河北省高阳县。抗战之初，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十几岁

的辛育龄被抽调去冀中军区卫生部学医。1939 年，他被

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由于遭遇敌人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转移到白洋淀

的医疗队仅有的食物藕和鱼虾，因缺盐而难以下咽。担

心白求恩的健康，经请示党支部书记，辛育龄拿出药箱里

的一点精盐，给白大夫做鱼用。不料，白求恩大发雷霆，

严肃批评他违反纪律。

“红小鬼”被深深震撼：白求恩把伤员的生命和健康，

看得远比自己重要。

“前进一步，就能多救一批伤员！”不听劝的白大夫，

无数次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坚持为伤员做完手术。

耳濡目染下，辛育龄萌生了学医报国的念头。1939

年7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近乎空白”到“遍地开花”】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艰难起步，胸外科

几乎一片空白。

1956年，辛育龄从苏联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

一个能够改变人生际遇的机会向他招手：留在部队可以

当军官，专门接诊军队病员。但他一心想为更多病人做

手术，便毅然选择了到位于北京通州的中央结核病研究

所工作，组建胸外科。

从 1958 年到 1980 年，他牵头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培

养出 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他还经常亲赴各地帮助

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指导 40 多所医院建立了胸外科。

1954年到2004年间，他共完成胸外科手术1.5万多例！

一个医、教、研合一的胸外科体系逐步成型，一所中

西医结合的现代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也在首任院

长辛育龄的主持下成功筹建。

【一根针麻醉的“神话”】
要让曾经几乎空白的胸外科迎头赶上，他日夜思索

着一切减少患者痛苦的方法，向各种“未知”发起挑战。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针刺麻醉。为

了探明效果，辛育龄竟在针麻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阑

尾炎手术！

胸部手术需扎 16 针，由 4 个大夫在术中不停地捻

动。“这么复杂的操作，如何能够推广？”辛育龄用镊子夹

自己的皮肤，运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

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 年，辛育龄主刀实施了首例运用一根针针刺麻

醉下肺切除手术，震惊了针麻界。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别要求参观这

一手术。访华团成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身麻醉需

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辛育龄用了 72 分钟就干

净利落地完成了，而且病人全程神志清醒，平静自如。

辛育龄先后做了 1400 多例针麻肺切除手术，成功率

高达 98％。针麻手术推动了我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工

作，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土专家”走在“最前沿”】
条件艰苦，设施不足……辛育龄深知，落后就要挨

打，“井底之蛙”做不得！

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的 26 年中，辛育龄很少回

家，成了一名“住院医”。他拼命钻研，累到浮肿也不闲

下来。

上世纪 70年代，肺移植手术刚刚起步，很少有国家从

事这方面研究。1979 年，辛育龄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两例

人体肺移植手术。

“当时，全世界也只做了 42例。”在辛育龄身边学习工

作了 29 年的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辛老

没参加过任何这方面的进修学习，完全是靠自己实验研

究取得的成果。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辛育龄搞创新几乎到了入

迷的程度。

68岁时，他又同瑞典科学家合作创造了电化学（直流

电）治疗肿瘤的新技术，不开刀就能局部杀灭肿瘤细胞。

全国超万例肿瘤患者接受了这项治疗，有效率达 65％至

85％。这项技术也推动了后来放疗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

究和发展。

获国家级科技奖 8 次，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

作者、白求恩式医务人员等荣誉称号……辛育龄直到因

腰椎问题再也站不起来，才不舍地告别了他日夜战斗过

的手术台。

【精神灯塔照后人】
“病人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这是何等的信任

啊！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胸外科年轻医务人员一直

记着辛育龄经常和他们说的话。

如今，虽然辛育龄已在卧榻，无法工作，但他的精神

薪火相传。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医院设立

了“辛育龄青年奖”，近日又成立“辛育龄小分队”，年轻医

务工作者主动下基层开展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将奉献精

神“融入血液”。

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不懈追求，对群众充满深情……

辛育龄身上老一辈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高尚品质，被众多

青年医护人员当作“人生指南”。

文/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据新华社电）

百岁医者辛育龄：

为 人 民 攀 登 医 学 高 峰

盛夏时节，黑龙江省伊春市迎来旅游旺

季，刘养顺家的农家院热闹起来了。

刘养顺是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

责 任 公 司 溪 水 林 场 分 公 司 的 退 休 工 人 。

2016年 5月 23日，习近平来到上甘岭林业局

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视察。在刘养顺家里，

总书记察看住房和生活情况，并同一家人及

其邻居们座谈。当时伊春林区刚停伐不久，

总书记说，林区经济转型发展会面临一些暂

时困难，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关心，让大家日

子越过越好，大家也要自力更生，多找新的

门路。

“我和家人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寻思着

做点啥。考虑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就在家

门口，就办起了养顺农家院。”刘养顺告诉记

者，农家院办起来后，很多游客来品尝农家

饭，生意十分红火，一年下来能有 10 多万元

收入。

刘养顺家生活变好了，溪水林场也变

美了。

原来进出溪水林场场部的 3.5米宽水泥

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居民房屋整齐划

一，彩钢屋顶、墙面、栅栏风格统一；新建的

“溪水大院”广场，文体设施、绿地草坪一应

俱全；原先场部前自留地和垃圾场，建成了

500多亩的“醉蝶花谷”和湿地景观。

住民宿、吃农家饭、逛森林、赏美景……

如今的溪水林场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林场

职工彻底放下锯子、斧头，端起了生态“金饭

碗”，吃上了“旅游饭”，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吃上‘旅游饭’的溪水林场职工真正懂

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溪

水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秦瑞亮说，为了进一步拓宽林场职工的收入

来源，溪水林场还因地制宜建设了 310 栋黑木耳大棚，130 栋冷棚种植

无公害香瓜和蓝莓，“溪水香瓜”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品牌，市场供不

应求。

溪水林场的变化仅是伊春林区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伊春依托丰富的森林、冰雪、空气等特色旅游资源，把森林

生态旅游业作为高质量绿色转型发展的主业强力推进，推出了一批

国家级特色产品、精品旅游线路和优质旅游目的地。伊春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宋文智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伊春将着力

构建全谱系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促进伊春生态价值转换，让伊春老林

区焕发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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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罗布人村寨景区，游客骑乘骆驼游览神女湖环线沙漠景色。盛夏时节，当地沙漠旅游升温，大批游客前来欣赏塔克拉玛干

沙漠、塔里木河、胡杨林的独特风光。 李 飞摄（中经视觉）

西藏山南市扎囊县植物种苗繁育基地，坐落于海

拔近 4000 米的群山之间。这里不仅有宽敞明亮的玻

璃温室大棚，可以采摘草莓、圣女果，过“林卡”（郊游

和野餐），还能入住民宿，欣赏满天繁星的夜空……近

年来，山南市推动高原农业发展，雅鲁藏布江两岸筑

起了绵延数公里的绿色长廊，实现了生态扶贫、绿色

脱贫。

“以前这片地完全是荒地，现在种满了果树、绿

植，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今年 31 岁的德吉白玛是附

近章达村村民，她白天来这里工作，晚上回家照顾孩

子，一个月有 4500 元的稳定收入。此外，她家还有 9

亩耕地，由老人帮忙种植一些青稞、小麦，作为日常的

口粮。如今，她最大的希望是多挣点钱，供两个孩子

读书。

与德吉白玛一起在繁育基地工作的还有章达村

的 40 多名村民，他们通过务工学习了现代化种养业

技术，转变了就业增收观念，也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让小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西藏藏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雨春介

绍，扎囊县植物种苗繁育基地项目共流转村集体土地

8200 亩，带动了当地 892

名群众就近就便就业，增

收3400余万元。

目前，扎囊县积极推

进乡村振兴，脱贫群众人

均收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实现了群众住房安全

可靠，看病有医保，老年人

生活补贴逐年提升。

山南市副市长江嘎告诉记者，2019 年，山南市 12

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 19.3%降为零，

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近年来，

山南市农牧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一大批

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品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

1959 年的 2330 万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4.88 亿元。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由最早记录 1990 年的 2.78 亿元增长

到 2020 年的 215.4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最 早 记 录 1978 年 的 143.5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15874 元。

西藏山南打造植物种苗繁育基地——

高 原 农 业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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