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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
年，9月18日是日军发动侵华战
争的“9·18”事变警示教育日。
为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
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增强全社
会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保证防空警报设施处于良好的
工作状态，根据《人防法》《延边
州人防条例》有关精神，定于 9
月 18 日上午 9 时 18 分至 9 时 28
分，在全市范围内防空警报试

鸣。
警报信号分别为：预先警

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
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防空警报
信号时，不要惊慌，要认真听辨
各种警报信号，并保持正常的生
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特此公告。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年9月10日

珲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9月18日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历史，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国家

卫生健康事业由弱到强的飞跃，也

见证着北京协和医院这座医学殿

堂百年“许国为民”的荣光。

在这里，每一天的开始是“进

入零时起”：灯火，恍若白昼；人群，

穿梭如流；生命，在此护佑。

在这里，走出了张孝骞、林巧

稚、曾宪九这样的医学巨匠，也培

养了众多的医界学科带头人。无

数个“医学第一”在此诞生。

从 1921 到 2021——怀救苦之

心、做苍生大医，待病人如亲人的

初心不曾改变。开启“中国医学科

学”道路，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

紧紧相连，这就是百年协和，一座

让患者性命相托的医院，一座中国

现代医学史上的丰碑。

永恒的追求——“一切为
了患者”

人们总说，“林巧稚大夫有一

种特别的吸引力！”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

语，让人感受到一个清瘦身体里蕴

藏的不凡品格。

林 巧 稚 特 别 的 吸 引 力 是 什

么？在协和的医生们眼中，就是极

端的热忱，对患者、对工作极端的

负责任。

走到病人床边，拉拉病人的

手，掖掖病人的被角，把耳朵贴在

孕妇的腹部听听胎心，微笑着说：

“挺好的！”病人焦虑的情绪缓解

了，烦躁不安被微笑代替，产程也

顺利了……

终身没有婚育的林巧稚，亲手

迎接了5万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

婴之母”。真诚与关爱，是她的从

医底色。

上世纪60年代初，林大夫的办

公室就在 15 楼 3 层过道旁的一间

小屋里。这个超级狭小的办公室

只有一扇窗户，但“功能”强大。

对过儿就是产房，透过窗户，

产房里的活动隐约可见。产妇一

有“特别”的声音，林大夫会立马赶

去，超不过30秒！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仁

心。

“张贵纯同志，您在 9 月 14 日

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

诊，进行超声、ERCP等检查，以明

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1984年

10 月，著名外科学家曾宪九，因患

者未按时复诊，放心不下，便写了

这封信，还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

信，一起催促。

张贵纯并不知道，那时的曾宪

九已是肺癌晚期。从家走到医院

仅 200 米的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

歇。

多年后，已恢复健康的张贵纯

还记得当年再次见到曾大夫的情

形：“他抬头看见我，乐了，说‘你终

于来啦？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

惜呀？你这个小同志’。听他那么

一说，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刘士

豪、吴英恺、宋鸿钊、邓家栋、张乃

峥、方圻、朱预……生命奇迹的背

后，是这些“大医”树起的匡威济

世、仁医德行的精神丰碑——

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患

者！

百年来，从协和走出了百余位

现代医学巨匠、13位中华医学会会

长、6 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他们开创并引领了众多医学学科

的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医疗实践之路。

“协和的大夫都是‘熏’出来

的，这种‘熏’，就是老一辈对年轻

一代的言传身教。”北京协和医院

院长张抒扬说，怀救苦之心、做苍

生大医，待病人如亲人，提高病人

满意度，是协和百年不变的办院理

念和坚守。

“手术刀也要闪耀温暖的光

芒”——协和医院妇产科郎景和院

士说，老一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

几代协和人，“严谨、求精、勤奋、奉

献”的协和精神在新时代生根开

花。

面对每天接待万余名患者的

“超负荷”状态，协和从来没有放弃

努力。

2015年起，协和推出自主开发

的App和自助机，开通门诊检查检

验一站式预约；2021年，“北京协和

医院互联网医院”作为北京首家互

联网医院获批，让各地患者从“奔

协和”转变为“问协和”。

200余人的导医队伍帮助患者

顺利就医，设立“温馨小屋”为老年

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安宁疗护”带

给患者最后一程的温暖，内镜中心

飘荡着舒缓优美的小提琴曲缓解

患者紧张情绪……爱的甘霖，洒在

协和每一个角落。

登“险峰”、闯“禁区”——
“严谨、求精”创奇迹

在医学探索征途中，协和创造

了数不清的“第一”——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由中国人

命名的肾性骨营养不良；

成功实施中国第一例食管癌

外科治疗、第一例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

通过临床结合基础研究，对垂

体瘤的诊治从几近空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闯别人闯不进去的“禁区”，靠

的是什么？是协和医者“三基三

严”的科学精神和历久弥坚的创新

精神。

自建院至今，协和完整保存了

400多万份病案。这是中国现代病

案管理的开端，也是中国医院病案

史的奇迹。

尽管不少纸张已经泛黄，但病

案字迹工整、文辞流畅、记录翔实，

时而缀以手绘疾病图谱，成为协和

人鲜活的“教材”和珍贵的医典。

流淌在协和人血液中的“严谨、求

精”，在一字一句一描中彰显无遗。

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张孝骞，

医生们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高

峰。一次又一次的诊疗“奇迹”，映

照的是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严谨态度。

一些与他共事的大夫始终记

得：晚年的张孝骞右眼几近失明，

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他小

心吃力地记着笔记，字还是不知不

觉写串了行……

从医60多年，50多个小本子记

录患者的点点滴滴。遇到疑难病

例，张孝骞随口就能指出某时某病

房某患者与此类似，患者似乎从未

离开他身边。

曾有不少人想从小本子中探

求医道秘诀，他淡淡地说：“一个医

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

病情的了解是无止境的。”

“大医”的严谨被奉为圭臬，

“求精”的精神薪火相传。

心胸外科学家吴英恺，眼里

“容不得一粒沙子”：病床必须是洁

白而平展的；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

有胶布的痕迹；切皮得是一条完整

的直线，缝合的每一针都必须均匀

流畅。

窗户开成一条线，枕头和水

壶朝一个方向摆齐，大扫除连病

床轱辘都要擦得干干净净，重症

监护等 30 余个专科领域的 500 多

名专科护士为患者奉献更优质的

护理服务……协和护理事业发展

中，“求精”无处不见。

“临床不离床”，以问题为导

向，协和人不断攻坚克难——

宋鸿钊院士团队在国际上率

先将绒癌从死亡率90%改善到根治

率90%；邱贵兴院士带领骨科团队

提出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协和分

型”将脊柱失平衡发生率由“King

分型”的13.2%降至2.7%……

协和持续向疑难病、急危重症及

罕见病诊治的“珠峰”发起挑战——

成立 27 个门诊疑难病会诊专

业组，建设胸痛、卒中、创伤、危重

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五

大中心”，多学科诊疗模式遍地开

花……一步一个脚印，协和处理疑

难病症的能力不断提升。

从一个专家教授到多学科团

队，从病案到生物样本库，从图书

馆 到 大 数 据 支 持 下 的“ 知 识

库”……始终遵循“高进、优教、严

出”的原则，以“教授、病案、图书

馆”著称的协和“三宝”不断被赋予

新的内涵和深意。

“医院的核心使命是治病救

人，病人安全是攀登医学高峰的基

石。医院好不好，病人说了算，这

才是评价医院的金标准。”北京协

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说。

心有大我——“只要国家
和人民需要”

“生命的泉，即使拌和着血和

泪，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百

年中，北京协和医院走出了无数杰

出人才和爱国英雄，从科学、学科

和爱国等多个方面对国家作出巨

大贡献。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时

代楷模”——国家援鄂抗疫医疗

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文明

单位……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协和

人勇担使命的至高认可。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汹汹。动员令一出，短短十几个小

时，3306名协和人报名请战。

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张抒扬、副院长韩丁带领 186 名协

和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驰援

武汉。队员涵盖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重症医学科、感染内科，还有

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等，80%以

上是“80后”“90后”。

“随时准备为党和国家牺牲一

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忆起同心

战“疫”的日子，张抒扬几度哽咽。

“要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

高高飘扬。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

也要把患者从死神手里拽回来！”

医疗队带去了协和的 41 项核

心制度，又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

策，为医护人员就地开展 37 项培

训。协和人成为抗击疫情“火线上

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乃至世界贡

献了新冠肺炎重症救治的“协和经

验”。

“亲历这场战‘疫’，我们懂得

了医者的力量，更懂得了党的伟

大。”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

新说，2020 年以来，协和医院发展

党员人数增加了50%，新党员中高

级知识分子群体比例近5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

者”。

从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服务

部到建立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

从传承百年的内科“大查房”到探

索建立农村三级医疗网的“定县模

式”，从“大师领衔的农村巡回医疗

队”到新时代牵头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藏……每个重要的历史关

头，协和人总能担当重任、不辱使

命。

抗日战争时期组建红十字救

护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奔赴全

国各地保留医学火种；抗美援朝

时期参加志愿手术队、收治志愿

军伤员……战争年代，协和人践

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铮铮

誓言。

新中国成立后，协和人响应党

和国家号召，派出大批专家支援全

国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参与数十所

知名医院、医学院和研究机构的创

办。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卫生健康

“国家队”和公立医院“排头兵”，协

和连续几十年帮扶基层和偏远地

区医疗卫生事业，勇做医改“试验

田”“开路人”，扛起提供急危重症

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服务的家国

使命。

在协和迎来新的百年征程之

际，国家医学中心、转化医学综合

楼、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批高端医

学科研平台，将围绕医学领域的重

大科学问题，对标“世界一流”，研

发关键核心技术。

“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抢救，每

一次大查房的商讨争辩，每个深夜

不熄灭的灯光，都感染和激励着新

一代协和人。未来，青年人要让协

和医道更好传承和弘扬。”“80 后”

骨科医生吴南说。

“我们要把最温暖的爱和最精

湛的医术奉献给人民，加快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院，为守

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书写协和的

新篇章。”张抒扬说。

大 医 为 民
——协和百年的历史跨越

新华社记者 陈芳 田晓航 胡喆

为严明劳动纪律，维护劳动
制度的严肃性及职工队伍的稳
定。根据《珲春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职工奖惩条例》《八连城
煤矿劳动纪律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对秦旭阳等13名违反劳动纪
律员工给予解除劳动关系公示，
具体名单如下：

1、秦旭阳 机电厂车工，截止
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2、柳泽林 洗煤厂运转工，截
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3、张建国 机电区钳工，截止
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4、尹秀博 机电区钳工，截止
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5、钟利峰 通风区风筒工，截
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6、郎俊冬 巷修区巷修工，截
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7、王伟 巷修区巷修工，截止
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8、任昭军 巷修区巷修工，截
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9、孙读文 巷修区巷修工，截
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10、胡艳军 掘进区皮带工，
截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11、高云龙 掘进区皮带工，
截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12、房宏君 安装区安装工，
截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13、陈树学 综采二区采煤工，
截止9月13日连续旷工15天。

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3日

珲春市全体选民：
9 月 17 日，是珲春市市乡两

级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将选

举产生新一届市乡两级人大代

表。

作为珲春市的选民，参加人

大换届选举，既是光荣的政治任

务，也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珲春市选举委员会热忱欢迎各位

选民在9月17日亲临所登记选区

（社区、村、单位等）积极参与和监

督投票选举工作。

当然，也许您此时正在外务

工经商，如果方便，请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回来投上您神圣的一

票；如果您已完成选民登记，但正

肩负重要工作，确实不能亲自参加

选举，那就请您根据相关规定，联

系自己户籍所在社区进行委托投

票，确保您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体

现。

请各位选民认真对待此次投

票选举工作，珍惜自己的民主权

利，严守换届选举纪律要求，坚决

抵制各种干扰破坏投票选举的违

法违纪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

的选举环境，确保投票选举取得

圆满成功。

珲春市选举委员会
2021年9月16日

关于积极参与人大代表
投 票 选 举 的 倡 议 书

关于秦旭阳等13名员工违反劳动纪律解除劳动关系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大唐珲春发电厂考勤管理办法》、

《大唐珲春发电厂劳动组织管理标准》
相关规定，现通知大唐珲春发电厂长
休、长病、离岗职工限期返厂，上述人员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企业报

到。对于逾期未归人员，企业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按
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大唐珲春发电厂
2021年9月17日

大唐珲春发电厂长休、长病、离岗职工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
杨刚
徐滨

马晓宇
金哲

董海军
崔龙浩
奚海军
吉新华
裴春龙
金昌俊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姓名
姜晓杰
车程远
沈男哲
王阔

郑相奎
金哲民
关开翔
朱宗奎
赵元海
金洙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姓名
鄂伟平
朴凤虎
金寿元
张向东
张哲柱
郑日成
洪哲

郑智勇
崔龙海
姜军

序号
31
32
33

姓名
李仕臣
李玉财
南铁汉

返岗公告

⇑9月16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垃圾分类服务队的党员志愿者给村民发垃圾分类卡片，普

及垃圾分类知识。

为促进村民更主动、更自觉地参与垃圾分类，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组建党员志愿者垃圾分

类服务队，走村入户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建立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在强化村民分类意识和生态文明

意识的同时，引导村民争做垃圾分类“模范生”，助力美丽城镇建设。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新华社香港9月 16日电（记

者 查文晔）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日前接受

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十四五”规

划为香港带来巨大机遇，香港应主

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巩固加强

原有优势的同时，寻找新的定位，

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邱腾华表示，谈论香港未来的

发展方向，应该站在国

家发展大局的高度来

看。“十四五”规划是中

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国家的发展掀开了崭新

一页，对香港的发展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四五’规划提

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香港是中国的

一个城市，‘一国两制’

赋予的独特地位，让我

们可以在帮助内地扩大

对外开放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他说。

邱腾华表示，在过

去40多年间，改革开放

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经

济实力，香港在这一过

程中，既是贡献者，也是

获益者。未来，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香港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

香港应当积极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参与者”和国

际循环的“促成者”，为

自身发展带来活力和机

遇。

“十四五”规划除支

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

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

贸易中心及建设亚太区

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

务中心外，还将大力支

持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

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建设区域知

识产权贸易中心及发展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

心。

邱腾华表示，在帮助内地企业

走出去方面，“一带一路”是香港可

以一展所长的重要舞台。“国家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香港的

定位已经很清晰，将作为‘一带一

路’的重要节点发挥作用。”

9 月 1 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

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论坛以

“促进区域及国际贸易 引领经济

增长”为主题，吸引了来自80多个

国家及地区的6000多名观众登记

参与。

邱腾华表示，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

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的“五

通”，香港既有政策优势，也有人才

优势，可以着墨之处很多，例如为

跨国大型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和专

业服务等。

他介绍说，作为特区政府推动

商务及经济发展的部门，商经局一

方面积极推动香港与其他经济体

商签自贸协议，另一方面将继续投

放资源，帮助香港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

“商经局的发展品

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

销市场的专项基金，在

短短三年内已增资三

次，我们投入了50多亿

港元，之前一个申请者

可以申请50万港元，现

在最高可以申请到 600

万港元，支持力度大幅

提升。”邱腾华说，该基

金资助地域范围已扩展

至 37 个与香港签署自

贸协定或投资协定的经

济体。

此外，在人才培训

方面，商经局也将加大

力度。他表示，近期国

家出台系列措施，给予

香港专业界人士更多便

利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城市执业，这对香港

专业界人士是一大利

好，为他们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空间。

谈到“十四五”规划

对香港的新定位，邱腾

华表示，区域知识产权

贸易中心值得关注。

他表示，内地专利

产权迈向世界第一位，

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

注册有很大需求。香港

近年才建立原授专利注

册制度，在知识产权方

面“要急起直追”。原授

专利注册制度可提供方

便、直接和快捷途径，让

专利申请人无须先在境

外进行专利注册程序，

便能直接在香港取得标

准专利，有助吸引和便

利更多这类原授专利申请，并展示

香港专利制度的效率和效益。

邱腾华表示，特区政府今年 6

月批出第一个原授标准专利注册，

这是知识产权注册的新起步点。

大湾区尤其深圳的科创企业，重视

科创和专利，希望有法律保障，香

港正好善用登记、注册、检测认证

及法律等专业服务条件，为国家服

务。未来几年，特区政府知识产权

署等部门会增加人手及专业服务。

展望未来，邱腾华表示，香港

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

起。香港应该将“一国两制”的优

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辜负国家的

信任和重托，发挥自身所长，服务

国家所需，携手内地互利共赢。

—
—

访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商
经
局
局
长
邱
腾
华

在
国
家
发
展
大
局
中
定
位
香
港
新
方
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