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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建设研究型医院系列报道譼
訛

政务微博：

高原,
不要赶时髦 关键要办事
不再是生命禁区
本报记者

不久前,“ 北京 weibo发布厅”正式开通,短短半
个月,引来 300万粉丝的围观。专家认为,整合政府部
门信息资源,应该是未来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
趋势,但也对政府的信息管理、应急处理能力及新时
期的民政关系提出了新挑战。

——
—西藏军区总医院创建研究型医院纪实
本报记者

温庆生

本报通讯员

陈 辉

西藏军区总医院全军高山病中心, 氧影响特别大、与高原缺氧相关性特别
—
每年要重复几十次这样的奇迹——
强、高原特征特别明显的一类疾病归入
病人马吉利出现瞳孔不等大、中枢 高原病中,对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
性呼吸衰竭、脑疝,奇迹般转危为安,4天 断、治疗进行研究,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
后苏醒;
的技术优势和服务品牌。
病人陈建,昏迷 5天 6夜后苏醒;
西藏是先天性心脏病高发区,其发
病人王伟涛,昏迷 4天 4夜后苏 病率是内地的 2-3倍。为攻克这一高原
醒……
医学难题,以李素芝为首的专家团队勇
人民军队高原医学科研向临床的转 闯技术难关。
化,一系列新技术的普及运用,产生重大
经过长达 20年的研究,李素芝在手
的效益,使得西藏军区总医院承担的参 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方面积累了大量经
加藏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人员、自然灾 验和第一手资料,但当时最难的是选择
害救援和驻藏体系部队医疗保障 15年 第一位病人。军人病员中没有现成病例,
实现急性高原病零死亡。
等待手术的是藏族同胞,由于风险很大,
没有人敢做。李素芝的外孙女莹莹患有
高原转化医学的先锋
先天性心脏病,李素芝耐心说服家人后,
1996年 3月 25日,是西藏军区总医 把 6岁的莹莹从大连接到西藏。
院院长李素芝最揪心的一天。
2000年 11月 10日上午,当李素芝
这天,李素芝带着高山病调研组,来 剪断缝合切口的最后一根线时,一直为
到驻守在海拔 5300米的查果拉哨所调 李素芝擦汗的医生哭了。不久,李素芝为
研。调研的结果令他们十分吃惊：80%的 藏族小患者拉巴次仁成功做了先天性心
官兵有指甲凹陷、脱发掉发病症,近 20% 脏病手术,开创在海拔 3700米高原实施
的官兵有心血管和神经、消化系统疾病。 浅低温不停跳心脏手术先例,填补了国
哨长吴鹏的血色素竟高达 23.7克,超出 内空白。至今,西藏军区总医院已免费为
内地正常人近 10克。
藏区儿童作包括法乐氏四联症、单心室、
李素芝带领调研组,详细记录了这 大动脉完全性转位矫正等高难度心脏手
个海拔最高的军营官兵的自然和生理数 术 1500余例,手术成功率达 98.9%。
据,从饮食起居到工作强度,从气候变化
过硬的人才团队
到含氧量变化,一一记录在案,并逐个为
官兵建立健康档案。
西藏军区总医院是全军唯一一所驻
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 地海拔最高的总医院。近年来,我党我军
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绝无仅有的、接 加大投入,加之像院长李素芝这样的献
近甚至超越生理极限的生存环境,使我 身边疆的军人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目前,
国医学必须独立应对高原病防治的挑 这家医院已逐渐成长为集医疗、科研、教
战。李素芝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了艰难 学、保健和平战时卫勤保障为一体的
“三甲”医院。
的探索。
到目前,李素芝发表学术论文 288
李素芝和他的科研团队确定急性高
原病的系列诱发因素,率先提出急性高 篇,主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150项,其中
原病全地域、全方位、多层次、全时段的 20余项为高原地区首创,86项填补了高
原医学空白,获科技成果奖 35项。这些
立体预防新概念。
不久,他们研制出预防急性高原病 成果,绝大多数转化为先进技术和疗效
的专用药“高原康”,经部队进藏新兵和 显著的新药,为造福藏区军民作出了贡
西藏重大工程建设使用 15年,先后 50 献。
余万人使用,效果显著,驻藏部队患病率
被人们誉为 “高原转化医学急先
由 10多年前的 50%-60%减低到现在的 锋”的李素芝说：“ 我们带出一批创新团
2%-3%,驻藏部队 15年实现急性高原病 队,建立一整套高原病防治体系,产生了
零死亡。
重大的军事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随着创建研究型医院的推
针对高素质人才引进难、留不住的
进,高原医学加快了科研向临床的转化 现象,近年来,西藏军区总医院采取“送
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等方法,先
普及运用：
2004年 11月,西藏首例活体供肾肾 后选派 357名医护人员到内地进修,并
移植手术成功实施,标志着在高寒缺氧 与第三军医大学联合建立了 1个博士
环境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迈上了一个新 生培养点和 4个硕士生培养点。培养出
台阶;
由 127名老中青专家组成的过硬人才
2005年 10月,高原首例背驮式全肝 团队。
移植手术获得成功,标志着在西藏医疗
创新人才呵护西藏军民身体安康。
发展道路上又一个里程碑诞生;
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疗专家不仅出色地完
2006年 9月,高原首例冠状动脉内 成了青海玉树抗震救灾、亚东地震救灾
支架植入术成功实施,填补了西藏高海 等 20余次重大非军事行动医疗保障工
拔地区心脏介入术医学领域的空白。 作,还经常把医疗科技送到西藏最边远、
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和地方去。
实现 5步跨越
专家医疗队坚持每年到边防部队
90年代初,西藏军区总医院在西藏 和偏远农牧区巡诊 5至 6次,几乎走遍
高原建立第一个细胞培养室,在细胞分 了西藏边防连队、哨所和每个县区,对高
子水平进行了系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发 原疾病发病情况进行调研,行程百万多
病机制研究,研制专用中成药 “高红颗 公里,免费巡诊 50余万人次,把生命直
粒”,为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治疗奠定了 通车开到群众的家门口。青藏铁路开工
基础。
后,医院主动请领接收青藏铁路唐古拉
其后,他们组织团队从急性高原病 山至拉萨段的医疗保障任务,成功救治
的防治研究、慢性高原病发病机理及防 了高原肺水肿、脑水肿及高原多发病人
治研究等方面入手,在青藏高原,唱响了 数达 2800余人次,累计接诊病人 20余
一曲为高原兵民生命护航的奋斗之歌。 万人次。
他们率先对高原环境与红细胞免疫
2010年 4月,在玉树地震 17天的救
功能的关系,以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 援任务中,西藏军区总医院科学施救,使
红细胞免疫功能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创 地震灾区急性高山病发病率从救援初期
性地将计算机技术用于高原病预测;将 的 80%-90%下降到 2.6%,实现了救援部
平原已有的、但在高原环境下受高原缺 队官兵急性高山病零死亡。

张素我同志讣告

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长女, 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92年享
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忠诚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 9月经中
的朋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素 共中央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
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 2011
张素我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
年 12月 2日 20时 50分在北京医院 于 2011年 12月 12日 10时 30分
逝世,享年 96岁。
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敬请张素
张素我同志现任民革中央顾问; 我同志生前好友前往吊唁。
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 联系人：文之峰 电话：64492194
第六、七、八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九届 传真：64495018
委员;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民革中 电子信箱：uibedangban@126.com
央第七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妇女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第八届中央
张素我同志治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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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崇礼滑雪吧

本报崇礼 12月 10日电(记者王建
明)瑞雪飘飞,鼓鸣人沸,今天,张家口崇
礼县万龙滑雪场一派喧腾,由国家体育
总局、国家旅游局、河北省人民政府主
办,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中国滑雪协会
等承办,崇礼县人民政府、万龙滑雪场
—紫金情·第十一
等协办的大型盛会——
届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开幕。滑雪节
的主题是“滑天然雪,享自然情,走进林
海雪原”。滑雪节期间,将举办国际远
东杯滑雪赛、单板滑雪比赛、冬令营等
活动,以及各种参与性强的大众娱乐活
动。邀请国内知名企业、客商参加经贸
洽谈会,并有总投资 200多亿元的旅游
服务项目签约。

“中国崇礼国际滑雪节”预示着该
县随着“旅游立县、产业富民”战略步
伐的加快,随着向“建设‘中国雪都’和
打造‘东方达沃斯’目标”的步步迈进,
滑雪旅游向世界级、国际化迈进的全新
时期的来临。该县代县长李莉对记者说,
今后,我们要结合产业发展打造自身的
特色文化,主要有三点：一是挖掘文化资
源,如民族、历史、边塞、长城文化,并积
极探索冰雪文化,以塑造具有民族魂的
国际化文化品牌;二是完善各项文化设
施,如推进冰雪博物馆,长城博物馆等的
建设;三是积极发展雪地音乐节及婚礼
等文艺项目,让游客更好地享受休闲娱
乐服务等等。

首个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上接 1版)
市场成立不久,365个摊位全部开 两个月后,全市 16个乡镇全面铺开。敦
始营业,带动就业 1300多人。如今,在 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
吉林市,像这样的“创业大市场”共有 宝龙介绍说：“ 敦化市的新农保自费试
14个,直接扶持 2312名就业困难人员 点始于 2009年 10月,那时候我们尚未
创业,带动 1.1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进入国家试点范围、尚未得到国家资
金支持,敦化市不等不靠、先试先行,在
就业。
据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预算中列支 2600万元作为新农保
副厅长崔力夫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吉林 补贴金。”
省城镇新增就业 53万人,完成年计划的
敦化市只是吉林省社保工作的亮
106%,同比增长 8.6%;失业人员实现再 点地区之一,目前,全省五大险种累计参
就业 16.3万人,完成年计划的 125%;全 保达 3023.2万人次,超额完成年度计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67.9万人,完 划。今年,吉林省共有 34个县(市、区)列
成年计划的 102.2%。全省就业困难人员 入第三批新农保试点,51个列入城镇居
实现 就 业 6.1万 人 ,完 成 年 计 划 的 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省新农保和城
110.9%。援助城镇零就业家庭 804户,援 镇居民保试点覆盖范围分别达到 88.3%
和 85%,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8.3和
助就业 817人,援助率 100%。
为拓宽创业渠道带动 就 业 ,2011 25个百分点。
年,吉林省委组织部等 24个部门分别
与社保一样给力的,还有饮水、教育
牵头组织 43项活动。以“提升技能、温 等数项民生工程。今年,吉林省集中安排
暖就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不仅 2000万元作为省级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组织“ 春风送信息”,广纳用工信息, 目前,在榆树市红星乡郝家村等 4个首
适时向乡镇村屯传送,还组织 “春风 批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试点村,饮用水水
送技能”,利用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开 源保护和人居环境质量均得到改善,农
展技能培训,同时组织“春风送岗位”, 村饮用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及垃圾处
城乡联动举办面向农村劳动者的用工 理等工作同时顺利开展。
洽谈会。
2009年,吉林省正式启动实施校舍
安全工程。仅今年,
全省校安工程已累计
民生工程拉近城乡差距
开工 697万平方米,累计投入 51.5亿
“第一个月缴完费,第二个月就开 元。与校安工程同年启动的乡镇中学理
始发‘工资’,我活了 66年,没想过农民 化生实验室和微机教学室建设项目,已
还能赶上这样的好事儿。”敦化市利民 投入资金 2.8亿元,对 859所乡镇中学
村代成福老人所说的“工资”,就是新型 的“四室”设备进行了标准化改造,使之
农村养老保险。
全部达到国家标准,结束了农村中学生
2010年 5月,敦化市建立了吉林省 “在黑板上做实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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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茂林

对网友反映的小区电梯存在安全隐患
问题,积极协调各部门,认真落实相关责
作为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
“ 北 任,被网友大赞。但也有个别部门的微博
京 weibo发布厅” 包括首批 21个政府 反应迟钝,半个月仅发布几条信息,如梦
部门的政务微博,以及 6位部门新闻发 语般自说自话。
言人的个人微博,涵盖了衣、食、住、行、 作为“北京 weibo发布厅”的主要
教育、安全、医疗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策划者,王惠表示,“ 发布厅”里绝对不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北京市政 会允许“不出声”的微博存在。
府新闻发言人王惠表示,“ 北京 weibo 清华大学教授刘庆龙认为,北京开
发布厅”的最大特点是整合北京信息资 办微博发布厅,不仅体现了政务观念的
源、共同使用同一平台发布,变部门“独 转变,同时创新了沟通渠道,便于广泛搜
唱”为“合唱”。“我们从网下走到网上, 集和了解社情民意,使政府决策更加科
愿意用这种方式为媒体和民众提供信 学化。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上,尤其是遇
息服务。”王惠说。
到一些公共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借
如今,政务微博风起云涌。作为首善 助于微博这个有效的信息发布平台,政
之区,北京为提升世界城市形象,在新技 府的作为将更为有效、快捷。
术应用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应有所突
关键是要能“办事”
破。无疑,“ 北京 weibo发布厅”是政务
“北京 weibo发布厅”开通后,多个
微博应用的一次突破性创新,是提高政
府形象的一次成功策划,也是北京走 部门的“微博”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及时
“新群众路线”的一个良好开端。但对 参与网民互动,有些部门之间还形成了
“政务微博”的一窝蜂现象,一些专家提 微博联动办公。有些部门还延伸了微博
的服务、问政功能,如“绿色—北京”专
出了不同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匡文波教授认为,由 门开设了一个栏目叫 “ 本周最脏工
于手机的普及,微博的社会影响力越来 地”。12月 2日公布的 “本周最脏工
越大,微博问政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并 地” 为丰台区石榴庄住宅小区西区项
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部门、所有的 目,建设单位：北京永联房地产开发有限
官员都适合开微博。由于政府官员素质 公司。“绿色—北京”并不仅仅停留在
参差不齐,现有信息发布机制不完善,信 公 布 名 单 上 ,还 将 处 理 结 果 公 布 出
—“已移送城管执法部门”。
来——
息处理不当会适得其反。
显然,“ 政务微博” 走红的背后,是
政务微博
“冰火”两重天
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与工作观念的与
“北京 weibo发布厅”会不会雷声 时俱进。但由于政务微博是一种新的问
大雨点小?记者近日多次登上“北京发 政形式,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信
布”,追踪浏览发现,各部门“微博”可谓 息发布者的责任、发布权限等,都没有明
是“冰火”两重天。
确规定。如若处理不当,不仅给工作带来
有些部门微博非常活跃,与网友良 不便,还会影响政府工作形象。比如有网
性互动,解疑排难。北京市公安局的“平 友反映,他打算申请北京工作居住证,因
安北京”,开通一年多,发布微博6000多 手续不全,咨询如何办理?结果在微博群
条,网友留言 16万多条,粉丝量超过 200 里忙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尽管回
万!北京市旅游委的微博开通半个月,发 复迅速,但问题不解决,当时聊得再顺畅,
布信息 2700多条,对网友的提问和建 聊完了心里还是憋屈啊!微博发布厅好
议回馈积极,互动热烈。北京质检微博, 不好,不能仅“爆料”,还要能“办事”。

群众服务部门“合唱”

晋阳古城遗址考古发现
宋代火烧水灌晋阳城物证
本报太原 12月 10日电(记者李建
斌)晋阳古城遗址东部区域考古又有重
大发现：钻探到地下 15.5米处时发现了
大面积灰烬层,考古专家取样分析后初
步认定,该灰烬层应该是北宋时宋太宗
赵光义火烧水灌晋阳城时留下的文化
遗迹埋藏层。这一发现,为探寻晋阳古城
的文化埋藏提供了重要依据。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晋源镇
一带, 面积约 200平方公里,由城池遗
址、古墓葬遗址、宗教祭祀遗址组成。古
城西城池遗址东西宽 4750米,南北长
3750米,面积约 20平方公里。因其在地
下埋存完好,有着丰富的遗存和独特的
历史价值,被誉为是中国的 “庞贝城”
(意大利著名古城遗址)。
史料记载,公元 497年赵筒子筑晋
阳城,后经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的发展和
繁荣,最终形成了唐代西城、东城、城堞
三城并举的大格局。宋太平兴国七年,宋
太宗赵光义火烧水灌晋阳城,将这座辉

煌的古城尘封于地下 1500年。2009年,
考古人员在古城西城墙东 100米处,通
过开挖探沟发现了唐五代至北宋时期
遗址地层里厚积的焚毁层,随后又在距
西城墙直线距离 627米和 172米的地
方,开挖了两条探沟,同样发现了大面积
的炭屑等焚烧遗迹。
在晋阳古城遗址东部区域梁家寨考
古勘探现场,记者看到三台地质勘探回转
钻机仍在进行钻孔取样。晋阳古城考古工
作队领队韩炳华说,此次发现的灰烬层位
于晋阳古城东部,属宋代文化层,埋藏深度
约 15米至 20米。目前,他们已将灰烬层
标本送到了社科院地质研究所进行进一
步的碳元素测定。韩炳华介绍说,工作队
从 12月 5日开始,到昨天发现灰烬层,进
展顺利的第一钻孔和第二个钻孔的钻探
深度已达 17米,在 15.5米处发现了灰烬
层,在 16米处发现了水浸形成的原状生
土层。初步分析、判断,此处就应该是宋代
火烧水灌晋阳城后的文化遗迹埋藏层。

临时“天文站” 12月 10日晚,京城夜空晴朗,市民用肉眼就能看到正在发
生的月全食景观,广大天文爱好者当然更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22时许,一位青年
在小区内架起天文望远镜,引得附近居民纷纷驻足,排队等待看一眼望远镜中的景
象,一位小朋友穿着睡衣就从家里跑出来观看。有关专家称,这是十年来我国观测
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全食。
本报记者 蒋新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