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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峰

军分区：理论联系实
际，深入学扎实做

讲述人 刘俊

干部、战士、职工、离退休
干部，人员全覆盖；板报、橱
窗、政工网、“两微一端”，手段
全运用……连日来，宁波军分区
坚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
为第一堂党课、第一堂政治必修
课抓紧抓实，持续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

“我们始终坚持全面学、反
复学、深入学、系统学，理论联
系实际，边学边做、长期学系统
做、深入学扎实做。”宁波军分
区负责人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后，他们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大会精神热潮，坚决做到人员
全覆盖、内容全纳入、手段全运
用、保障全跟上，在提高学习质
效上重领导带头、重原文学习、
重宣讲辅导、重熟记熟背、重消
化理解、重转化运用。

他们还严密制定了原文通读
学、重点精研学、丰富载体学、
浓厚氛围学、领导带头学、军地
联动学、实践感悟学、融入经常
学、转化成果学、压实责任学等

“十学”措施。还编印下发应知
应会学习手册，督促官兵逐字逐
句系统学习；还要求领导干部带
头先学深学，各单位主官带头宣
讲辅导，带领官兵原汁原味学报
告悟使命；又利用新媒体开设学
习十九大专题，使大家时时受感
染、处处受教育，有力促进了十
九大精神进入思想进入工作进入
实践。

武警支队：初心展望未
来，使命呼唤担当

讲述人 刘栋 陈国勇

强军征程催人奋进，辉煌中
国激励人心。连日来，武警宁波
支队官兵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广
泛热议十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
论断、新提法、新举措，推动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军营走深走实。

为帮助官兵深刻领悟报告原
文实质内涵，支队邀请了宁波社
科讲师团成员陈聪诚教授作了精
彩的辅导解读，以独特的视觉、
详实的论证、生动的语言，面对
面帮助官兵准确理解报告内容，
学深悟透十九大精神。如今，每
一个基层连队都有十九大精神的
小问答、小竞赛、小交流、小擂
台，从前聊游戏、聊琐事的手机
微信群组也被十九大的各种新闻
和观点所刷屏。

初心展望未来，使命呼唤担
当。官兵们纷纷表示：“习总书
记勉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我们会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

边防支队：扣好看齐追
随的每一粒扣子

讲述人 徐超

“新时代要有新样子，新方
位已经确立，新目标已经指明，
新使命已经在肩，对于我们来说
就一句话：撸起袖子加油干，双
手里面见真章。”11月14日，宁
波边防支队政治委员黄士君在

“甬边朗读者”这个畅谈十九大
学习感悟的平台上发表心声。

今年 10 月末，宁波边防支
队就成立了“‘甬’跃传党声”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并且针
对“官兵想通过什么方式学”进
行意见征集，下发调查问卷 400
余份。随后，“甬边朗读者”主
题活动应运而生，它全面调动了
官兵的积极性，增强了教育鲜活
度，让十九大精神如春雨润物般

进入官兵心田。
同 时 ， 支 队 还 通 过 H5、

flash等手机软件，在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注入“微”元
素，增添“微”板块，引导官兵
兴起学习热潮。“‘一切为了人
民’，这是我在学习十九大精神
时最大感悟。作为一名边防战
士，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更
加热情周到地服务群众，同时积
极守卫海疆。”大榭边防派出所
干事小李将自己的“微体会”上
传到了“‘甬’跃传党声”这个
学习平台上。他惊喜地发现，短
短半天，认同他的感受并为他点
赞的“微友”不少。

海警二支队：搭建“掌上
课堂”，精准滴灌一线

讲述人 朱立锋 余威

解下编织腰带，脱下迷彩
帽，几名官兵刚结束训练就聚到
起，点开“强警速递”掌上课
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如
今，利用碎片化时间在平台开展
学习比拼，已经成为浙江海警二
支队一线官兵的日常。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四课
《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课程里面包含了
报告原文、图文解说、动漫解
读，还有趣味问答、课后测试等
内容。”海警 33104 舰机电兵钱
明在保养完机器后，拿出手机开
启碎片化学习模式。今天他已经
取得了 10 学分，在工作讲评的
时候受到了教导员的表扬。

学分的增长，体现了官兵们
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无
限热情。这份热情从报告的字里
行间直接流到官兵们的心田里。
在学习平台的“学报告，话感
悟”栏目中，官兵们围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发出了同一个
坚定的声音：“梦想激荡，初心
不忘，在新时代的号召下， 我
们将坚定在习总书记指引下，为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新时期海警部队而矢
志奋斗、奉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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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113医院对口帮扶新疆哈巴河县人民医院纪实

2010 年，国家卫生部和原总
后卫生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
新疆、西藏地区县医院对口支援工
作通知》。第 113 医院积极响应贯
彻上级精神，第一时间与新疆哈巴
河县人民医院结成援建帮扶“对
子”，并且派出了援疆医疗队。援
疆医疗队除了要帮助当地医院提升
医疗水平外，还肩负着深入戈壁、
草原，为各族群众义诊巡诊、送医
送药的任务。

今年 9月初，新一批的援疆医
疗队人员基本确定后，院长张益明
立即拨通哈巴河县人民医院陈院长

的电话，就下一步工作进行沟通。
张益明与前任院长交接时，不仅仅
是把援建新疆哈巴河县人民医院的
担子接了过来，还把援建工作写进
年度党委工作报告，当作重要政治
任务来完成。

去年夏天，时任哈巴县人民
医院院长慕会杰一行 5 人，“突
然”来到宁波“取经”。正陪同妻
子女儿旅游的院长张益明接到值
班室电话后，立即赶回医院，向

“客人们”介绍医院发展的成功经
验。在会上，张益明院长说出了
众人的心声：“援建帮扶事关哈巴

河县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再小
也是大事！”

这些年，医院院长换了 3 任，
政治委员也换了 4任，但帮扶援建
工作不仅没有停滞不前，还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辉煌。医院先后向哈巴
河县人民医院捐赠了价值 600余万
元的核磁共振、碎石机等器械，赠
送价值 5万余元药品，接收培养专
业骨干20余名。

哈巴河县地处西北最边缘：冬
春季平均气温零下 30℃，呵气成
冰；夏秋季平均气温 40℃，日照
时间超过 12 小时。因此，在这里

“白天穿短袖，晚上裹大衣”并非
玩笑话。尽管气候环境恶劣，但援
疆医疗队队员、放射科主任俞高
龙的“坚持”足以说明一切。俞
高龙是放射专业领域的“大拿”，
在哈巴河县人民医院拥有核磁共
振 机 器 后 ， 他 第 一 时 间 赶 赴 当
地，指导仪器安装调试，并且手
把手传授技能，补上了“短板”。
但在去年的援疆行动中，还有 1
个月就将退休的他，不顾妻子反
对，再次向领导递交了申请书。就
这样，他第二次踏上了赴哈巴河县
的征程。

事实上，像俞高龙这样的人还
不少，比如妇产科医生周琴、特诊
科医生蔡昊展，也是再次援疆的

“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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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新疆哈巴河县人民医院，
第 113医院全院工作人员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什么叫“各族群众一家
亲、军民鱼水情更浓”。

在今年的援疆行动中，医院副
院长张燕强率领的专家医疗队在到
达目的地后的第二天，就深入远离
县城的牧区，上门为牧民看病。此
时的哈巴河县，地面温度在 45℃
以上，作战靴踩在戈壁滩上，很快
鞋底就会发烫。但为了让有需要的
牧民能尽快看上病，专家们或坐汽
车，或骑马，或步行，克服种种困
难，终将服务送入群众家门。而巡
诊结束后，他们脱下鞋子，发现每
个人的脚上都有水泡。

还有援疆医疗队队员、妇产科
医生周琴，在经过 18 个小时的颠
簸后，凌晨 2点多刚到哈巴河县人
民医院，行李还未放下就被请到急
诊科，为一位休克、意识模糊 1个
多小时的孕妇诊治。“先救命！”经
过全麻剖腹探查，周琴确诊孕妇是

宫外孕引起的破裂大出血，随时会
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手术。顾不
上多想，周琴走上手术台进行作
业，把前脚已踏进“鬼门关”的孕
妇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一位北京来客在距
哈巴河县人民医院 300多公里远的
白哈巴村突发心梗，生命危在旦
夕。尽管此时已是深夜，但援疆医
疗队队员刘祖秋没有丝毫含糊，胡
乱抓起大衣往身上一套，带上药品
立即发车前往救援。由于救援及
时，这位北京来客最终成功脱离危
险。而等刘祖秋回到医院时，东方
已经出现了鱼肚白。

“地域不同，但心灵是相通
的。我们对患者多一份真诚，他们
就更能感受到温暖。”第九批援疆
医疗队队长程继伟说，他们把听诊
器 化 作 传 递 党 的 温 暖 的 “ 传 感
器”，把缝合线化作维护民族团结
的“生命线”，为当地人民筑起全
方位、多层次的健康“防护墙”。

程继伟任务结束准备返回宁
波，并且连行李都已收拾妥当时，
听说离县城 200多里外的科克托海
村有一名叫巴汗的牧民双腿严重
变形，难以正常行走。程继伟取
消了原计划，坐上医疗车就往巴
汗家赶，而他那天原本是准备返
家陪儿子过生日的。在巴汗家，
程继伟进行详细诊疗后确诊她是

由中风引起的偏瘫，导致肌肉萎
缩，造成关节变形。程继伟送上药
品后，还留下了联系电话，以便开
展后续治疗。

据悉，这 8 年来，第 113 医院
的2名博士、23名硕士、36名各自
专业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先后奔赴哈
巴河县人民医院进行帮扶，范围涵
盖骨科、放射科、消化科、妇产
科、内科、外科等 11 个专业。他
们共开展各类疑难手术 100 余台，
在当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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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

援疆医疗队队员、脊柱外科主
任幸永明到达目的地第二天，哈巴
河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就因家中有
事请假返乡了。幸永明不得不紧急
顶上去，一肩挑起哈巴河县人民医
院骨科门诊、急诊、会诊、查房、教学
工作，成为新的“定海神针”。42 天
时间里，幸永明早上第一个到科室，
下班最后一个离开，还成功实施 85
岁患者股骨粗隆间骨折、12岁患者
骨折复位手术，被当地医护人员称

为“全能医生”。他还手把手向当
地医护人员传授技能、面对面讲理
论，遇到不懂的则一对一“开小
灶”，拉直他们心中的“问号”。

帮带一科，辐射全院。第 113
医院用完善硬件、技术帮扶、专项
资金这“三驾马车”来提升哈巴河
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变指头硬
为拳头硬，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专
家医疗队”。

援疆医疗队队员、麻醉科副主
任裘剑波，普外科医生孙刚没想
到，他们为哈萨克族老人恰合库

拉·木哈乃外实施的手术上了当地
的新闻头条。103 岁高龄的恰合库
拉·木哈乃外外出散步，走至泥泞处
时摔了一跤，大腿和脚很快肿得像
包子一样，痛得连呼吸都费劲。家人
马上将恰合库拉·木哈乃外送医，几
家医院均以老人年事太高、手术风
险大为由建议放弃手术治疗。听说
援疆医疗队在此，老人家属抱着一
丝希望赶到了哈巴河县人民医院。

“只要有一分希望，我会尽百
分努力，我来做！”裘剑波与孙刚
的答复给老人吃下了“定心丸”。

无影灯下，裘剑波沉着冷静地实施
麻醉，孙刚手中的柳叶刀精准而又
高效。三个多小时后，老人的半髋关
节置换成功。第二天，军医技术精湛
的新闻就传遍了当地。

8 年来，援疆医疗队为哈巴河
县人民医院培养骨干 20 余名，诊
治的患者中年龄最大的 103岁，最
小的 12 岁。他们开展运行了 VSD
治疗慢性骨髓炎、皮肤溃疡等新技
术12项，开创了6个“第一”——
首例 103岁老人髋关节手术、首例
髌骨骨折聚髌器内固定术、首例锁
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术、首例肝脏破
裂救治手术、首例冠状动脉造影
等，填补了当地骨科、放射科、外
科等科室技术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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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圆满落幕，
新征程号角催征。鲜红
的党旗指引前进的方
向，铿锵的誓言宣告不
渝的忠诚。连日来，驻
甬部队迅速兴起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
潮，采取多种形式引领
官兵认真学习领会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新思想、
新论断、新目标、新要
求，积极推动党的十九
大精神在军营落地生
根。

前不久，由解放军第113医院7名专家组成的援疆医疗队再次来到距离宁波5千多公里远的新疆哈巴河县，实施精准医疗帮扶，
给当地群众送去健康“礼包”。

8年来，第113医院援疆医疗队把“对党忠诚、为民解难”的铮铮誓言，书写在天山脚下的茫茫戈壁。他们总行程5万多公里，
为1万余名各族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赢得西北边境线上“健康使者”的美誉。

无论隶属关系怎样变化，无论医院领导换了多少茬，无论地域相隔多么远，他们总是认真做好对口帮扶工作。医疗队员的心里
始终装着新疆哈巴河县群众的健康，面对当地的群众，医疗队员由衷地说：“跨越千山万水，只为你！”

这就是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这就是人民子弟兵不忘初心的生动诠释！
这就是军民鱼水情戮力圆梦的生动展现！
……

本报记者 王晓峰 通讯员 蔡和 牟家金 图片由医院提供

援疆医疗队专家正在给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援疆医疗队专家正在给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援疆医疗队深入草原戈壁巡诊援疆医疗队深入草原戈壁巡诊。。

几 名 海
警 二 支 队 官
兵 正 在 观 看
十 九 大 精 神
讲解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