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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春光来海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回访记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4月
的海南，天青海碧，花红柳绿，孕育着丰
硕的希望。

4月 11日至 13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
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有关活动
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
沈晓明陪同下，先后来到琼海、三亚、海
口等地，深入农村、科研单位、政务中心，
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这是一个有力的验证。今年是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
海南砥砺奋进三十载，从一个欠发达的边
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
驰名中外的国际旅游岛，成为当代中国改
革开放的有力缩影。鲜活的“海南实践”，
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部署和
要求是正确的，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是一份温暖的关怀。对祖国最南
端的这片土地，对改革开放的这一重要
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深牵挂。
201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来到海
南，深入琼岛多地考察。2013年4月8
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海南
考察，深入渔港、特色农业产业园、国际
邮轮港等进行考察，作出了“加快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
的美好新海南”的重要指示，为新形势下
海南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是一份深切的寄望。在这次的考
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海南3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希
望海南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上
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以更高的站
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
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经济特
区、国际旅游岛的优势，真抓实干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

梦想辽阔，人勤春早。三十而立，蓄
势待发。海南将以奋斗者的姿态，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坚定前行！

先行先试 铺设“健康之路”

第一站：2018年4月11日下午，琼
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规划馆

精彩回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

——习近平

万泉河畔，清风拂来满目新。一个
生态环境优良、科技水平先进、人与自然
和谐的医疗旅游先行区正在博鳌乐城地
区崛起。

一滴万泉河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
光辉。跳出一隅观全局，放眼中华大
地，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之路”正
积极铺设。

4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考察。“经
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
力发展健康事业，为广大老百姓健康服
务”……总书记的话暖人心、催奋进。

这条“健康之路”，对博鳌乐城寄予
厚望。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由国务院审
批的、以医疗旅游为主导的园区，享有国
家给予的独一无二“特许医疗”等9条优

惠政策。
谆谆嘱托系发展，深深情怀倾民生，

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温暖着、激励着博
鳌乐城再出发。

先行区里说先行

4月11日下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规划馆门口，几分钟前刚刚
向习总书记汇报完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发展情况的省卫计委主任韩英
伟难掩心中激动：“总书记肯定了先行区
的探索，我们很受鼓舞，今后要更加努力
把工作做好，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良的健
康服务。”

一个个细节，一句句嘱托，令韩英伟
难以忘怀。

当天下午，习总书记走进规划馆，了
解先行区功能定位和规划，听取建设情
况介绍。韩英伟向总书记介绍了先行区
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实施极简
审批、项目落地、国际交流合作等情况。

规划馆沙盘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及周边环境一览无余。万泉
河自西向东平缓地流过，冲积出一个个
静美的河中岛屿，其中就包括博鳌亚洲
论坛永久会址所在的东屿岛和历史悠久
的乐城岛。先行区正处于两岛的上游位
置，水道曲折蜿蜒，两岸植被青翠，拥有

“水—岛—林—田”的独特风光，正是海
南传统的鱼米之乡。以现代人的眼光审
视，这里也是气候环境舒适、人与自然和
谐的养生天堂，为打造健康之城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这里水系很丰富。”总书记始终高
度关心海南的生态环境，一眼看到了博
鳌乐城地区最突出的自然条件优势，并
特意询问水质情况。

“常年保持优良水质。”韩英伟满怀
信心地说。

听取介绍的过程中，总书记在两张
图前驻足观看。这两张图，一张是2015
年先行区的模样，另一张是2018年先行
区的模样。韩英伟注意到，总书记仔细
端详了两张图的今昔对比后，露出笑容。

总书记关心机构落户情况。在先行
区，目前有39个项目通过医疗技术评
估、27个项目开工建设，其中7家康养机
构开展运营，博鳌超级医院一期也已建
成开业。

改革创新是先行区崛起的原动力：
这里实行“四个特许”：特许医疗、特许研
究、特许经营、特许国际医疗交流。“总书
记当即询问要怎么管得住。”韩英伟回
忆，“我介绍了先行区建立的严格监管制
度，搭建了特许药械监管平台，实现特许
药械一物一码等。”

放得开、管得住，推动先行区持续健
康发展。博鳌超级医院，就是这里一个
重要创新。

“为什么叫超级医院？”总书记对超
级医院的模式创新很感兴趣。博鳌超级
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详细
介绍了有关情况。超级医院充分发挥

“国九条”优惠政策优势，创新管理运营
模式，积极探索一个共享医院平台与若
干个临床医学中心搭建起来的“1+X”模
式，吸引了临床医学领域院士和学科带
头人领衔的国际感染病医学中心、国际
肝胆胰肿瘤诊疗中心、国际耳鼻咽喉中
心等12个顶尖学科团队正式入驻。

博鳌超级医院，可谓是超级环境、超
级政策、超级团队的组合。

“总书记肯定了先行区的先行先
试。”李兰娟说。

“总书记对先行区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勉励大家为建设‘健康中国’创造经验。”韩
英伟说，“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在医疗健康领域积极探索，服务百姓。”

医疗界的“精英聚会”

“你们足以说明这个地方的吸引
力。”肝移植专家郑树森院士回忆，总书
记在规划馆里，同已经进驻先行区的医
疗健康专家团队代表亲切交谈，包括李
兰娟等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4位临床学
科带头人。总书记风趣地对大家说，来
到这里就是来到了医疗界的精英聚会。

这里面，有不少是“老面孔”。
“你也到这里来啦？郑树森有没有

来？”总书记一见到李兰娟院士，就问起
了这对临床医学界著名的“院士夫妻”，
让两人一下子觉得心里暖暖的。

“总书记记得很清楚，问题问得很
细、很专业。他记得我的专业是肝移植，
问我做了多少病例。”郑树森向总书记汇
报，已经成功进行了2000多例肝移植手
术，并且走出国门，到泰国、印尼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手术，得到了
高度评价，肝移植技术的“杭州标准”已
经变成了国际标准。他的团队希望在博
鳌乐城把肝移植工作做得更好，吸引更
多“一带一路”沿线的病人。

这里不但有专家，还有“利器”。
总书记在专家们带来的创新医疗产

品和器械前驻足，逐一详细了解具体情
况。其中有李兰娟院士团队的“李氏人
工肝治疗仪”“人体微生态调节剂”、郑树
森院士团队的“全自动移植肝脏灌流养
护设备”、韩德民院士团队的“人工耳
蜗”、王辰院士团队的“ICU 无创呼吸
机”、孙颖浩院士团队的“第二代IRE治
疗设备”、董家鸿院士团队的“术中应用
超声设备”、李兆申院士团队的“胶囊胃
镜机器人”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院
士消化内科团队带头人李兆申带来了
一台特殊的机器——安翰磁控胶囊胃
镜控制设备。当总书记走过来时，李兆
申一边给总书记递过一个指头大小的
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一边介绍：“总书
记，这个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是中国
自主产权、世界上第一台能够精准查胃
的胶囊胃镜。”

接过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总书记
放在眼前一边仔细端详，一边亲切询问
临床使用、产品优点等情况。

“我们这个更先进，可以遥控。”“国
外的不能遥控，只能做小肠检查。”“现
在，该产品在国内、国际均已经投入使
用。”听完李兆申的介绍，总书记连说三
个“好”。

“李氏人工肝治疗仪”，这个全面支
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一流水平的
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统，可以救治肝衰竭
等多器官功能衰竭；“全自动移植肝脏灌
流养护设备”，这台设备是全自主技术集
成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延长了器官
保存时间，提供了全球最便捷式离体供
肝养护方案，是肝移植的中国技术走向

“一带一路”的重要工具。
“总书记对科技人才非常关心，对医

疗事业非常了解。”回想起与总书记交流
的点点滴滴，郑树森仍然激动不已。他
说，总书记给予的充分肯定和巨大鼓舞，
就是大家继续把先行区做好、为中国人
民的健康事业作出新贡献的最大动力。

与习总书记握手后，在博鳌超级医
院成立了博鳌国际眼视光眼科中心的眼
视光学和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瞿佳想起12年前的往事。

“2006年，总书记当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到过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
医院以及重点实验室，也曾和我握手。”
瞿佳说，“他希望我们教研一体化，两者

齐头并进，让眼视光工程技术惠及更多
的患者。”

“总书记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瞿佳
说，“总书记是‘行家’，我们一定会把总
书记对于高新技术发展的期望牢记心
头，用行动交出一份良好的答卷。”

“为广大老百姓健康服务”

在规划馆考察结束时，总书记与先
行区各医疗健康机构负责人和院士专家
代表一一握手致意，并与大家亲切交
流。他对大家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
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为广大老
百姓健康服务。

李兰娟清晰地记得习总书记当年在
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卫生强
省”的战略思想，全面实施农民健康工
程、城乡社区健康促进工程等6大工程。

11日聆听习总书记的嘱托后，她感
觉肩上的责任更大了。“总书记对健康领
域非常了解，很重视健康产业发展。”李
兰娟说，总书记非常亲民，关心人民的健
康，而且对先行区高度重视、充分肯定，
对今后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和建
议。“相信先行区、超级医院今后会实现
更好的发展。”

让韩英伟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习总
书记在考察医疗新技术和高新医疗器
械时，总不忘了解费用情况，关心普通
群众用不用得起，新技术能不能惠及广
大百姓。

“听完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的介绍，
总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产品对老百
姓好，以前做胃镜很痛苦，现在用这个进
行检查可以减少很多痛苦。”李兆申说，
总书记的心和老百姓一直在一起！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是先行区内
率先开业的医疗企业。亲耳听到习总书
记视察先行区时的句句嘱托，博鳌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董事长李崇玮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总书记的叮嘱，是对全体一
龄人提出的严格要求，我们向总书记立
下‘军令状’，将把创新性生命养护理论
与实践体系不断完善，为人类生命养护
事业贡献独具特色的‘一龄方案’和‘一
龄智慧’。”

“总书记和我握手时，他那份平易近
人的温暖，仿佛一下子传递到我内心深
处。”慈铭博鳌国际医院董事长胡波说，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我们在这片青山
绿水的宝地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科技创新 助飞“深蓝梦想”

第二站：4月12日下午，三亚，中
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精彩回放：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
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一定要把这个优
势资源利用好，加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
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
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习近平

深海蓝，是海南的标识色。如何用
这抹靓丽的蓝，绘制出动人画卷？

4月12日15时许，位于三亚，成立
仅两年的年轻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
院深海所”）内，激情涌动。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看望一线科技人员，考察科
技创新情况，仔细听取有关我国深海科
学研究和探测情况介绍，通过视频短片

了解我国首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万米
级海底探测情况，并兴致勃勃地走进深
海探测装备展示区察看各种深海深潜高
技术装备，对海南更好地向深蓝进发提
出殷切希望。

站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新起点，海
南，正通过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打造深海
研发聚集高地，联动高校、企业、科研单
位的多方力量，加强创新协作，不断推动
深海科技事业加速发展，为祖国“深蓝
梦”的腾飞插上翅膀。

深海科研展示大国自信

中科院深海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
代亮清楚地记得，在综合楼一楼大厅中，
总书记与科研工作者一一相握。“第一次
见到总书记，感觉他比电视上看起来更
年轻，身形高大魁梧，在人群中很显眼！”
总书记手中的温度、含笑的神情，让代亮
倍感亲切。

考察时，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一个海
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
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南海是
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
一定要把这个优势资源利用好，加强创
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
展深海科技事业，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
面发展。

习总书记对深海科研事业的这份高
度关心，让包括代亮在内的科研工作者
们备受鼓舞、感慨良多。“习总书记考察结
束后，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立即召集了现
场30多名骨干科研人员，开了1个多小
时的座谈会，互相交流、总结这次经历。”

座谈会上，大家纷纷围绕习总书记
的指示精神，以“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推进深海科技事业取得新突破”为主
题，踊跃发言，习总书记考察时的情景再
次浮现——

“习总书记来中科院深海所考察，这说
明了什么？习总书记对国家创新驱动战
略、深海科技事业给予了强大支持！”座谈
会上，代亮身子朝前倾了倾，激动地表示。

习总书记对科研事业发展给予的
这份厚望，三亚中科遥感研究所所长杨
天梁感觉“沉甸甸的”。8年前，2010年
4月 1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曾来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考察，时任
洋浦经济开发区秘书长的杨天梁见到
了他；8年后，杨天梁再次看到习总书
记，这份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琼
岛热土温暖、真情的关心，让他心潮澎
湃、心怀激情，他着力发展深海科研、商
业航天的干劲儿更足了。

海南科研工作者不会忘记，2013年
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
时，曾明确对中科院未来发展提出了“四
个率先”要求。“‘四个率先’，就是希望科
学院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率
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
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
科研机构。”代亮铭刻心间，脱口而出。

总书记对于建设科技强国的殷切嘱
托、指导要求，情真意切，言犹在耳。

如今，在习总书记“四个率先”的指
示精神下，中科院深海所打破机构、学
科、行业壁垒，积极联动多家科研机构、
企业、高校参与了中国科学院B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海斗深渊前沿科技问
题研究与攻关”、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
目“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深渊前沿科学问
题探索与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
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科技任务
等，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探索一号”成功
执行了两次万米深渊科考行动，拥有
95%自主产权的“深海勇士”号4500米

载人潜水器也投入使用……大国科技的
自信也逐渐树立起来。

扛在肩头的深海梦想

“总书记微微弯下腰，透过‘深海勇
士’号载人潜水器的观察窗，仔细看了舱
内的环境。”4月12日晚，在中科院深海
所工程实验室内，身着蓝红相间工作服
的潜航员苏静，回忆起总书记考察时的
场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总书记非常
平易近人，对潜航员等一线科研工作者
很关心，我们倍感温暖。”

当天，总书记来到一线科研工作者
的工作环境，仔细察看“海斗”号无人潜
水器、“海翼”号深海滑翔机、“天涯”号深
渊着陆器等深海科考设备，还拿起采自
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海底的海水样品仔细
端详，捧起国产深潜用固体浮力材料掂
了掂分量。

“这是‘海翼’号深海滑翔机，3次突
破水下滑翔机的世界下潜深度记录
（6003 米），最大下潜深度可达 6329
米。”

“‘天涯’号深渊着陆器是一型全海
深多学科综合探测平台，已经完成13次
深渊综合科考，是我国目前下潜深度最
大的海洋装备。”……

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激动地向总书
记介绍科研设备，展示先进科研成果。
总书记听得很认真，并不时关心询问。
实验室内将近百余米的路程，总书记一
行走了将近8分钟。

苏静回忆，当时“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总设计师胡震和他们7名潜航员
站在潜水器前，热切期盼着习总书记。
偌大的工程实验室内，总书记的声音越
来越清晰。总书记来了！潜航员内心激
动，不约而同鼓起掌。

这是支“年轻”的团队。“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是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
水器，去年10月，该潜水器在南海完成
首次载人深潜试验，顺利返回三亚港。

“选拔潜航员的标准和流程是什
么？”总书记关切地询问。

“我们要经过层层严格考核，通过笔
试、面试、体能测试、心理测试等测试。”
中科院深海所负责人答。

“总书记好！”亲眼看到习总书记，潜
航员陈晓虎激动地打了招呼。与总书记
握手时的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天
气炎热，总书记脸上出了汗，总书记在百
忙之中过来看望我们，对我们关心慰问，
更加激励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总书记对潜航员海下的作业环境
格外关心，看得很仔细，问得很实。

“潜水器要潜入海底4500米，那么
你们在里面有什么不适感吗？”习总书记
询问。

“在舱内是常压的状态，和在陆地上
差不多，我们可以适应。”潜航员李保生
回答。总书记满意地点点头，脸上露出
欣慰的神色。

“总书记很关心深海科技，关心我
们的深海科研工作，作为一名潜航员，
我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们一定会
踏踏实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国
的深海科考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苏
静说。

铭刻心间的殷切希望

4月12日下午，中科院深海所综合
楼一楼大厅内，70多名来自深海、遥感
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列队排开，他们怀着
无比激动、兴奋的心情，用长达5分多
钟、不间断的掌声，翘首等待着一次重要
的“面对面”交流—— 下转A11版▶

4月11日下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规划馆，先进的医疗设备受到媒体关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4月12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内，“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设计师和深潜团队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