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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6月10日电（记
者李晓渝 莫华英）提前离开七国集
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晚飞
抵新加坡，准备参加计划于12日举
行的朝美领导人会晤。当日，新加坡
外交部长维文说，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也已经抵达新加坡。

特朗普与金正恩将于12日在
圣淘沙岛上的嘉佩乐酒店举行会
晤。这将是历史上朝美两国在任领
导人首次会晤。

新加坡外交部10日发布新闻公
报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于11日
会见特朗普。李显龙10日在总统府
会见了此前已抵达新加坡的金正恩。

5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将于6月
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不久
后，特朗普又说取消此次会晤。但6
月1日，特朗普又称会晤将如期举行。

朝美领导人会晤在即

背后博弈考量几何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先后抵达新加坡。两位
领导人定于 12 日举行的
会晤已进入倒计时。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
领导人会晤几经波折仍得
以推进，表明双方均希望
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
核问题。不过，鉴于朝美
互信度较低，仅凭一次领
导人会晤很难解决所有问
题，半岛走向真正和平仍
任重道远。

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的核心议
题将聚焦半岛无核化和美国对朝鲜
体制安全的保障。美国智库韩国经
济研究所分析师凯尔·费里埃表示，
美朝若能在推动缔结和平协定方面
达成共识，将有利于鼓励各方继续用
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领导人会晤
推进到目前这一步，表明双方均希望
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从朝鲜方面来看，今年召开的朝
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调整发展战
略，决定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

政治系教授王生指出，实现朝鲜国内
经济建设的目标离不开安全稳定的
国际环境。因此，尽快结束朝鲜半岛
战争状态，得到美方承诺的体制安全
保障，与相关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这些成为朝方的首要关切。而朝美
领导人会晤正是朝鲜实现这些诉求
的重要一步。

从美国来看，实现半岛无核化事
关美国国家安全。若能与朝鲜就半
岛无核化达成协议，将是特朗普任内
一项重大外交成就，有利于其巩固选
民支持，也是其未来竞选连任的“加
分项”。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在如何实现
半岛无核化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是两
国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

美方要求朝方先“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方再解除对朝
制裁；朝方则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
步措施”方式实现无核化。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表示，一方面，美国
期望的朝鲜短期内实现“弃核”与朝鲜
主张的“分阶段”弃核存在明显差距；
另一方面，美国一贯主张的“先弃核、
再讨论安全保障”和朝鲜希望的“同步
走”方式同样存在较大差距。

费里埃认为，目前美朝在弃核方式
上仍有很大分歧。因此，即使领导人会晤
得以举行，也有可能无法达成相关协议。
双方或将同意继续进行高级别接触。

有分析人士认为，从特朗普最近表
态看，他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认
识到与朝方打交道“是一个过程”，朝核
问题很难通过一次会晤彻底解决。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
长包道格表示，一次峰会无法让美朝
实现各自诉求，但各方无疑都在朝着
正确的方向前行。未来双方需要更多
沟通来解决具体细节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际观察

美方盼朝“短期内”弃核
朝方则想“分阶段”弃核分歧犹存

金正恩、特朗普先后抵达新加坡

朝美首脑会晤将如期举行

？
10日，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前）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新华社发 10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二）抵达新加坡。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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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武汉6月10日电（记者廖君）吴光
浩，1906年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1925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吴光浩参与领导黄麻
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副总指挥兼第2
路司令。起义失败后，吴光浩率领仅存的72名鄂
东军战士和党政人员，转至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
游击战争。1928年1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
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他率部艰苦转战，创
造出“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
游击战术，活跃在以木兰山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
广大地区，被当地群众视为战果累累的传奇英雄。

1929年5月初，吴光浩率10余人化装起程，
奉命赴河南商城领导起义工作。途经罗田县滕家
堡时遭敌伏击，英勇牺牲，年仅23岁。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罗争光）记
者10日从民政部获悉，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自2008年起实施以来，已有32.6万余人通
过考试取得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据介绍，这些专业人才分布于社区服务、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防灾减灾、心理健康、
矫治帮教、职工帮扶、青少年事务等多个与社会服
务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的领域，在促进完善社会
服务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引领社会向上向善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9日至10日，201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在各地举行。

201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
总人数为42.45万人，增长率达27.6%。

全国已有32.6万余人
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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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今年第4号台风
“艾云尼”带来的狂风将定安县
雷鸣镇村民林尤英的庭院吹得
满地都是纸屑和树叶。但当时
他们一家人并不在家。等晚上
回来，发现家里已被人打扫得
干干净净。林尤英想了想，拨
通了“亲戚”小梁的手机问：
“你过来打扫卫生了？”

小梁是海南省肿瘤医院的
一线扶贫工作者，他在雷鸣镇
的“亲戚”可不止林尤英一家，
那天顶着暴风雨，他还看望了
曾庆文、苏庆安、朱益国等贫困
户。自6月以来，小梁几乎每
天都要去他们家看一看，除了
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子女教
育，还会和他们讲一讲扶贫政
策，唠唠家常。“小梁比亲戚走
得勤，比亲戚还要亲。”

据悉，这四户均为海南省
肿瘤医院的长期帮扶对象，2
年来医院已对其进行过多次
慰问和资助。截至目前，苏庆
安、曾庆文、林尤英家都盖上
了新房，四户帮扶对象皆已脱
贫，正处于脱贫巩固期。

“在全民奔小康的伟大征
程中，不能落下一个村落、一
户人家，我们把支援扶贫工作
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海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徐秀玉
表示。为此，医院成立了由主
要领导挂帅的扶贫工作领导
小组，多次召开扶贫工作专项
会议，强调全院要严抓落实主
要问题，将各项精准扶贫工作
落到实处。

海南省肿瘤医院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用心守护，不让“病灶”变“穷根”
把体检车
开进贫困深山

为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贫困百
姓，今年5月17日，“情暖白沙”系列免
费体检义诊暨医疗扶贫活动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县城启动。活动主题为“终
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在行动”，
海南省肿瘤医院派出实力专家团队，
并将体检车开进了白沙的偏远山村
——南开村。

白沙到南开乡约27公里，狭窄的
公路，就算两辆车相对向而过，还需要
一辆停下，另外一辆缓慢通行。庞大
的体检车犹如移动的城堡，缓缓地向
前行走，到达目的地竟用了一个半小
时。“全程有几个急转弯处，体检车的
前轮都贴着悬崖边，非常危险。”体检
车司机刘刚说。

正因为山路蜿蜒险峻，村民们就
医十分不便。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体
检过。

“我好紧张，这是我第一次抽血。”南
开乡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小女生们聚在一
起低声交流。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们
发现，这里的孩子身高普遍不达标，小学
二年级学生身高大仅在110厘米至120
厘米之间，与城里孩子差别很大。

“我身体又没什么大问题，体检干
啥？”一位阿公虽然在女儿的动员下过来
参加体检，但很不情愿。

看到这样的孩子和老人，参与体检
的医护人员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多参
与这样的活动，为更多的贫困百姓提供
医疗服务。

据悉，为了改变贫困百姓的就医意
识，也为了方便他们就医，海南省肿瘤医
院多次组织义诊团队和志愿服队下乡宣
教和义诊。

“海南省肿瘤医院一直将百姓健康
放在心中。每次义诊都希望在帮助百姓
看病和体检的同时，传递更多的防癌抗
癌知识。”徐秀玉如是说。

（策划/王润 撰文/王润 王莹）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是很
多贫困户因病致贫的真实写照。“小病拖
大病扛”也是很多贫困地区重病患者得
不到及时救治的主要原因。为此海南农
信慈善基金会携手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发起“生命援手肿瘤救助项目”（下简称

“生命援手”救助项目），第一期救助基金
200万元，将为100名贫困肿瘤患者提供
帮助。

该项目自3月2日在海南省肿瘤医

院正式启动以来，截至6月7日，共有49
人通过网上提交申请材料，20人已通过
项目审批，11名贫困患者成功获得救助，
发放救助金达15万余元。

对 23 岁罹患结肠癌的黎小妹来
说，因家庭贫困和长期治疗，家里早已
无力支付其继续治疗的费用，癌痛时
刻侵蚀着她。“痛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瘦弱的小妹说。得知情况后，海南省
肿瘤医院立即为她申请了“生命援手

救助基金”，在其后续的营养和癌痛治
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她的生
活质量。

49岁的符大哥来自儋州农村，作为
家里的顶梁柱，他被确诊患有鼻咽癌
后，这个本来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
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得知了“生命
援手”救助项目，并顺利通过审批。3月
初，他来到了海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接
受治疗。6月初，符大哥顺利出院，此次

治疗，除去医保报销部分，他个人支付
金额共3.8万元，“生命援手”救助项目2
万元的救助金在符大哥出院结算时即
可使用，符大哥仅承担治疗全部费用的
10%。

“我们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肿瘤诊疗
服务时，最心痛的是看到有治疗希望的
患者因没钱而放弃治疗，‘生命援手’救
助项目就是要给他们生命的希望，让他
们有病看得起病。”徐秀玉表示。

海南省肿瘤医院所帮扶的四位贫困
户，“因病致贫”是主要原因之一。在了
解“症结”以后，医院扶贫小组实施“靶向
治疗”，直击健康扶贫“病灶”。除了定期
送去必要的粮油、生活补贴、子女上学补
助，在每月至少一次的走访中，还为贫困
户生病的家庭成员送医送药。

2018年的春节前夕，扶贫小组来到
了苏庆安家，当听说他92岁的老父亲最
近正卧病在床时，海南省肿瘤医院内科
专家任兰虎立即到床前为老人检查身
体，并测量血压和血糖，发现老人血压

升高，肺部感染且伴随心衰，必须用
药。因未料到老人生病，专家们未带上
相关药物，他们专程跑到镇上为老人购
药，并嘱咐苏庆安为老人做好保暖措
施。老人服药两天后，苏庆安打电话致
谢，说父亲病情已明显好转，能下床走
路了。

73岁的帮扶对象曾庆文，其妻子长
期患有高血压和癫痫，海南省肿瘤医院
专家一直对其跟踪诊治。每次慰问，专
家们都会为她做详细检查，了解癫痫发
生情况，并随时为其调整药物。今年2

月份，曾庆文高兴地说：“妻子的病情已
经好很多了。”

“做一件事一定要认认真真做好，扶
贫工作也要落到实处。”徐秀玉表示，在
疾病治疗方面，只要“亲戚”有需要，医院
都会随时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防止
他们再次“因病返贫”。

每一次聊天，扶贫工作人员都会与
苏庆安聊聊孩子的学习，因为生活逐渐
变好，他的孩子们也能全心投入到学习
中。老屋里一面墙上贴的奖状就是很好
的证明，“我女儿在海南医学院学医，读

高中的儿子成绩也很好。”苏庆安骄傲地
告诉扶贫工作人员，“等女儿毕业了，家
里的情况一定会更好”。

在林尤英家的墙上，13张奖状贴得
整整齐齐，“孩子们非常争气，每学期都
能拿回一张奖状”，林尤英的儿媳笑着告
诉小梁。

海南省肿瘤医院的扶贫工作人员深
知，对于贫困户物质帮扶只是一时的，而
提高他们重视教育，用知识改变命运才
是根本，孩子们未来一定可以拔掉家庭
的“穷根”。

把贫困户当亲戚待

解贫困患者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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