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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南京军区第 !" 医院帮扶西藏申扎县医院 #$ 年

通过对话缓解朝鲜半岛局势

绿衣“天使”生命禁区创奇迹
孙 燕

刘 健 文-图

! 月 "# 日，在南京军区第 $% 医院胃镜室，主治医
师毛勇正在手把手教藏族医生白玛央金操作胃镜。此
时，另一名藏族护士吉措正在骨科主治医师李世蒙的
指导下，学习打石膏。这两名藏族医护人员来自海拔
&$'' 米的申扎县人民医院，她们是第 $% 医院医疗帮扶
计划的受益人。

出现了，格桑卓玛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久就能下床
行走了。
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更考验医生的真功夫和团
队合作精神。为此，医院每年选派人员，都会充分考
虑内、外科和医技科人员的合理搭配。医院第二批援
藏军医、神经内科副主任韦道说，那时申扎县人民医
院检查项目只能做三大常规，药品只有 %' 多种，对医
生的能力水平考验很大。

!" 名军医“接力”高原
申扎县的面积是上海的 & 倍，人口仅 " 万余人，
县城人口不到 "'''。出了县城就荒无人烟，最多几丛
寸把的“小草丛”点缀着荒凉的土地。再走下去就是
无人区。申扎县人民医院总共 "# 人，医务人员 $ 人。
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人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 ，在内地符合抢救标准。军医们初到申扎，一般
都水土不服，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要上四五次厕所。
人原地不动，还可以，稍微动一下，就喘不上气，还
伴随心慌、失眠等毛病。不过只要稍微适应环境，军
医们都会迫不及待地展开医疗工作。
)' 岁的藏族老人达措患白内障双目失明 #' 余年。
这里手术室消毒条件、显微镜清晰度都不理想，老人
还患有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等病症，加上高原气压变
化大，手术过程中容易发生暴发性眼内出血。但是眼科
主任史胜还是愿意免费为老人做手术，此次进藏他专门
从上海备好了人工晶体。手术中，高原反应让他头晕眼
花，原本只需半个小时的手术拖了一个多小时。一周后，
老人左眼重见光明，史老师又为他做了右眼手术。出院
那天，这位藏族老人死活要宰只羊送来。
据第 $% 医院政委陈徽军介绍，从 "''" 年起，医
院与西藏申扎县人民医院实施一对一医疗支援。 #" 年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许栋诚、 熊争
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方致力于通过对话缓解朝鲜半岛局势，与包括朝方在内
的有关各方保持着沟通。
有记者问，中方近期是否将派特使赴朝鲜就半岛局
势进行沟通？
洪磊说，近一段时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中
方致力于通过对话缓解局势，解决有关问题，与包括朝
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着沟通。“当前形势下，我们呼
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做相互挑衅的事情，也不
做加剧紧张局势的事情。”洪磊说。

“为盲童录制有声读物”
&月#"日，
“为盲童录制
有 声 读 物 ”公
益活动在湖北
省武汉市启
动。图为志愿
者们蒙上眼
睛，体验失明。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输血”是为了“造血”
医疗队在为藏族患者看病
间，有 "* 名军医踏上高原，涉及外科、眼耳鼻喉科、骨
科等 #& 个专业，援藏军医大多数是副高以上职称。粗略
统计，医院共接诊 &''' 余人，下乡巡诊 #''' 余人，开展
白内障手术、胆囊、阑尾切除手术 )' 例，胃镜检查 #&+
台。许多手术在内地不算什么，但是在 &$'' 多米的“生
命禁区”，军医们也在努力创造“奇迹”。

设备简陋考验“真功夫”
格桑卓玛是医疗队刚到申扎时正在住院的一名病
人。当时她是以急性胃肠炎入院，但是入院后，她又
表现为进行性肢体乏力。援藏军医、综合内科主治医
师孔晓东检查后，确诊是急性脊髓炎。为了挽救这名
藏族同胞的生命，医疗队在讨论后，决定为病人进行
糖皮质激素治疗。治疗期间，孔医生不敢离开病区，
随时观察病人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奇迹终于

藏族女医生次吉经常与妇产科副主任孙健电话连
线讨论病情。"''$ 年，次吉从第 $% 医院妇产科学成归
来，每当遇到技术难题，她都会向孙健请教。在第 $%
医院，次吉进行了近一年的妇科常见病治疗、妊高症、
产科危重病人处理等知识的学习。“从与次吉进行的
病例讨论看，我感到她技术进步大，基本胜任当地妇
产科的需求。”孙健很有感触地说。
人才帮带不光实现了临床进步大，辅助科室也有
了质的飞跃。过去检验只能做血常规，如今可以开展
血糖、血脂、肝肾等生化检查，此外还能开展 , 超、
心电图、胃镜等多项检查。
如今，第 $% 医院共帮带了 ## 名藏族医生，涉及
外科、消化科、麻醉科、骨科、检验科、妇产科、特
诊科等专业。第 $% 医院又赠送了胃镜、心电图机、心
肺复苏机、小型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使人才在设备的
支撑下，技术产生最大的效益。此外，第 $% 医院还捐
赠了近百万元现金，申扎县人民医院用这些钱购置了
不少仪器设备，每件设备上他们都主动贴上了“解放
军八五医院”的标签……

全国友协在京建新平台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李尧） #" 日，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北京和平文化村项目在京签署合作协
议，此举标志北京和平文化村将成为全国友协民间外交
重要平台。
北京和平文化村项目位于门头沟区龙泉镇中门寺
街，由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引进润千秋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 ##+ 亿元进行打造，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 公
顷，将建设文艺馆、文化宫、友谊林、雕塑群、石刻群、景观
大道、国际会议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项目。

重庆举行森林防火演练
入春以来，随着气温的逐
渐攀升，重庆市森林火灾频发，
为提高森林防火灭火救援能
力，重庆消防总队成立森林防
火应急救援突击队。
图为北碚区消防官兵日前
举行森林防火灭火实战演练。
万明、黄兴摄影报道

手机监控养鸡场

杭州

清河坊民间茶会

& 月 #" 日，一年一度的“清河坊民间茶会”在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
和吴山景区开汤启幕。茶会以“斗茶—问茶—赏茶—品茶—展茶—忆茶”
为主线，推出大碗茶比赛、老街问茶、请到我家来喝茶、茶叶茶具展销
会、微博话茶、老茶新说等活动。
图为游客在观看陆羽讲 《茶经》 的情景剧。 龙 巍摄 （新华社发）

湖南澧县

四川都江堰文庙推广射道

战国墓群出土青铜兵器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明星） 记者 !" 日从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近期在位于洞庭湖平原西北部的澧县战
国墓群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陶器及 !# 余件青铜兵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年初对澧县梦溪乡八根松村工
程区内的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据发掘领队李意愿介绍，
此次发掘的墓群共 !% 座，其规格均较大，最大的长 & 米、宽 %'(
米、深约 !# 米。墓中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陶器和青铜器，陶器主要为
鼎、壶、罐等；青铜器主要为兵器，包括剑、矛、戈、箭镞、戟等，其中
一件还镶了金丝。

射道作为古时官
学课程“六艺”之一，
为中国儒士所必修。&
月 #" 日，四川都江堰
文庙暨国学基地举办
中华传统射道文化推
广活动。
图为北京师范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联
合国际学院李军阳在
表演射礼。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我国发现唐代双语墓志
经多次研究和实地
考察，海内外专家日前
确认在古城西安发现的
一唐代双语墓志，是我
国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
唐代汉文鲁尼文双语石
刻墓志，填补了古突厥
文字在东亚地区的文献
资料空白。
图为“回鹘王子葛
啜墓志”的拓片。
蔡 雪摄
（新华社发）

西安兴教寺面临“强拆”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叶紫） 安奉玄奘大师舍利的陕
西省西安兴教寺，正面临被“强拆”的困境。据中国佛教协会网
站消息，兴教寺向中国佛教协会反映了当地政府以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为由，在未征得兴教寺僧团同意的情况下，欲将兴教寺大部
分建筑拆除。国家宗教局已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了解情
况，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听取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依照相
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
西安兴教寺始建于唐代，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汉族地区全
国重点寺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教寺中有玄奘三藏
法师塔院，玄奘弟子窥基、圆测塔并列左右，称慈恩三塔，在国
际佛教界享有盛誉。中国佛教协会发言人说，在未征得兴教寺僧
团同意的情况下，拆除寺院建筑，严重违反 《宗教事务条例》 等
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侵犯了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望月村一间不
足 &' 平方米的屋子里， + 个村民正忙
着翻看一筐筐破壳而出的小鸡。而与这
里相隔不远的山坳里，上万只黑色的六
合鸡正在枇杷树下觅食，谢荣明正通过
宽带专线平台用手机实时监控
鸡场情况。
南部县快乐川娃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多农户，
在四川联通的建设下，村里通
了宽带，村民们开始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销售推广，网络销售
火爆之外更有人不远千里前来
考察。去年!月至今，公司年产
值从原来的五六百万元提升到
!'''万元，利润翻了两三番。
对此，董事长谢荣明很自
豪：
“ 我们生产的鸡健康绿色，
每只鸡都带有二维码，可以查
到其生产的全部流程。我们今
年的产值要达到 )''' 万元。”
如今，快乐川娃已经成为当地
的龙头企业，留在村里工作和
一块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田间地头上网爽

当
农
民
遇
上
宽
带

据介绍，截至 "'#" 年 年
底，四川省 "' 户以上自然村
通电话比例达 *#.$( ，行政村
通宽带比例达到 +$(，农村通
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了信
息化的铺垫，像望月村这样人
气旺的村子也越来越多。
午后时分的钓鱼基地升钟
湖边，王钧正与几个“钓友”将
钓鱼的成果用手机拍下来上传微博。
“室内室外随时都能上网，倒比城市里还
方便些。”自从去年 #' 月四川移动南部
县分公司在升水镇宋家坪基站建设了无
线 /0，覆盖临江坪后，王钧和
朋友就是这里的常客了，
“这里
上网速度很快，晚上在渔家乐
休息的时候还能够看电影、听
音乐，很方便。”

上。”提起移动信息化给他们一家带来
的实惠，宋泽勇笑得很开心，他说，每
月都会接待不少通过网络慕名而来的钓
鱼客户，年收入已经增加到了 #' 万元。
“信息程度跟上来了，环境又好，大
家都愿意来，来的人多了 收入就上 去
了。”临江坪村支书宋贵明说，宽带网络
对提升临江坪村的知名度作用
非常大，也帮助农民逐步脱贫
致富，月增加收入达 #''' 元。
除了物质上的收入，村通
宽带也帮助丰富了村民的精神
生活。李家坝村村民李永高老
人和妻子熟练地坐到了电脑摄
像头前与外地工作的儿子聊
天。李永高看起来精神矍铄，
“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国家动态，
‘反腐倡廉’、低保医保我都关
注。”说起宽带的好处来老人
“可以从网上学到很
张 滔滔不绝，
意 多科学知识，施肥啊、商品价格
轩 啊、保健啊，城里人懂的我也懂
了不少，前不久还网购了按摩
陆
椅。”在村里人眼里，李永高俨
秋
伊 然成了一名“时尚人”。

资金缺口是障碍
工信部办公厅副巡视员王
立健指出，我国宽带网络建设
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跟国际水平的差距还在拉
大。和农村对宽带的强烈需求
相比，资金缺口已经成为阻挠
宽带推进的主要障碍。中国电
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曾预测，
在 普 通 城 镇 地 区 1223 的 投
资回收期是 ) 年，而西部偏远
地区，可 能 #'' 年也无法 回收投资 成
本。王立健建议，运营商加大应用的创
新与研发，同时也呼吁更多人投入到反
哺农村的行列中来。

村民成了时尚人
走进“清禾园”渔家乐，
老板宋泽勇正在通过手机上网
浏览自己发布的渔家乐旅游信
息。“自从村上开通了无线宽
带，通过登录‘临江坪旅游
网’发布信息，全国各地的钓
鱼爱好者都能和我们店联系

李永高老两口与儿子孙女视频 （新浪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