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林永成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蔡法A09 时政

■■■■■ ■■■■■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70余年来，几代中国人在这里挥洒
青春，用生命谱写可歌可泣的拓荒史诗，
用汗水和热血，将偏僻、荒蛮、寒冷代名
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成
为热滚滚的“中国饭碗”的代名词。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北大荒篇章，是对党
的红色血脉的赓续和传承。奋进新时
代，启航新征程，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
神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支撑北
大荒人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新时代的
新辉煌。

北大荒！北大仓！

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
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一批解
放军来到这片沉睡的荒原，点燃“第一
把火”，拉动“第一把犁”，建立第一批
农场，收获第一次丰稔，有力支援了解
放战争前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国
成立之初，恢复农业生产、保障粮食
供应任务极为紧迫。为解决全国人
民的吃饭问题，14万转业复员官兵、
10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内地支
边青年、54万城市知识青年陆续来
到北大荒，铲地、培土、收割、打粮。
他们扶起了犁耙，唤醒了荒原。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壹圆”上那位
标志性人物的原型梁军，是新中国第
一位女拖拉机手，也是北大荒最早的
建设者之一。

1948年，18岁的梁军在黑龙江
北安参加拖拉机手培训班，是班上
70多名学员中唯一的女学员。为学
好驾驶技术，她咬牙搬起几十斤重的
拖拉机零件，让男学员刮目相看。“别
看我是女子，再苦再累都不怕，我向
党保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梁军以坚韧的意志参加到北大荒
的开发建设之中，成为全国各地无数
青年的心中楷模。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在党中央号召下，一批批支边青年
和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报
效国家。

岁月流逝，记忆永存。在北大荒

博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一面长
达25米的铜墙前驻足，这里镌刻着
1.2万多名长眠在黑土地上的转业官
兵的名字。

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
心。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几代拓荒人在
这里战天斗地，前赴后继，百折不挠。

年产粮曾经只有0.048亿斤的北
大荒，如今连续10年稳定在年产400
亿斤以上，可以满足1.6亿城乡居民
一年口粮供应。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部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史诗。

要改革！要创新！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借着垦区试办家庭农场的契
机，吃惯了“大锅饭”的北大荒人开始
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之路。一个个家

庭农场在改革浪潮中涌现并释放巨大
能量。

在北大荒精神的引领下，北大荒
人顺应时代要求，锐意改革、勇于开
拓、大胆探索，以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
口，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
土地到户、机械到户、核算到户、盈亏
到户和生产费自理、生活费自理“四到
户、两自理”以及大农场套小农场、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找到一条适
合垦情的农业改革之路，驶上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快车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
江时指出，要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
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深化改
革、转型发展、维护稳定大局，北大荒
人用火热的实践与成果，推动北大荒
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北大荒农垦

集团实现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
开，企业活力充分释放，2020年营业
总收入达 1423.3 亿元，同比增长
15.4%；利润总额13.1亿元，同比增长
3.29 倍。今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718.2 亿元，同比增长 38%。预计
2021年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将超过
430亿斤，实现为国家累计生产一万
亿斤粮食的历史性成就。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通过稳步
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建立内控体
系、界定主业、压缩层级、三项制度改
革，北大荒各级企业主业更清晰，运行
更高效，北大荒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
模式呼之欲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
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黑土地是北大仓的命根子。
对于热血浇灌的这片沃土，不能

只是索取，更要呵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北

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
聪说，“‘十四五’开局，我们将坚持耕
地合理利用与严格保护并举，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并重，切实保护好黑土
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耕地
数量和质量‘双红线’，不断夯实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一
场“三减”行动在北大荒深入实施，
引领绿色优质农业发展，更好地保
护黑土地。

2020 年，北大荒落实农业“三
减”示范面积 1592 万亩，化肥和农
药用量同比分别减少 30585 吨和
669吨。今年将加快推进有机肥替
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

“三减”示范区测土配方施肥、标准
化植保机械作业将实现全覆盖，化
肥农药使用零增长。

预计“十四五”时期，通过加快推
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农药替代传
统农药、地表水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
作替代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
等措施，2025年有望实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高0.5克/千克，耕层平均厚度
达30厘米以上的目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生产
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目前北大荒
农业机械化率达99.6%。拥有飞机
100多架，航空化作业面积2179.5万
亩。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8.2%，科技
成果转化率达 82%，居世界领先水
平。垦区坚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打造了米、面、油、肉、乳、薯、种等支柱
产业，培育了“北大荒”“完达山”等一
批中国驰名商标，其中“北大荒”品牌
连续15年入选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榜，
稳居中国农业第一品牌。

农场运用卫星定位、云计算技术，
对万亩良田实现精准管理。生机勃勃
的黑土地上，年轻一代为北大荒精神
注入新活力。垦区现有各类科技人员
10.8万人，又一支“十万大军”，正在为
北大荒精神插上科技的翅膀。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记者
王立彬）

热血沃黑土
——北大荒精神述评

外交部：

中美元首将就事关两国关系
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朱超 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即
将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答问时说，根据双方
商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美国总统拜登就事关
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
关切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

赵立坚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将于
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
频会晤。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此
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
系的一件大事。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
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

他表示，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
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妥处敏感问题，探讨新时期中
美作为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推
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外交部：

美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
的表述已经走样、走味、倒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朱超 温
馨）针对美国务卿布林肯近日有关涉台言论，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
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已经走样、走味、
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赵立坚说，中方对美方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
反对。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已经
走样、走味、倒退，背离了中美建交时美方与中方
达成的共识。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
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六项保证’
也罢，纯粹是美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与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实质是将美国内法凌
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无效的。”他说。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和“台独”
分裂势力推行“去中国化”，搞“一中一台”“两个中
国”，勾连外部势力大搞谋“独”挑衅活动，这是台海和
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一中
原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赵立坚说，一切为

“台独”撑腰打气的行径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都
不利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美方应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
湾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在黑龙江垦区一块稻田中，收割机在收获水稻。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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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老母亲今年年初突然生
病，瘫痪在床无法自理，需要每个月
更换尿管。“在我没知道可以网约护
士之前，别提多麻烦了，每次送老人
去医院都要叫救护车接送，要把老
人抬到医院再抬回来，折腾半天其
实换尿管过程也就20多分钟，但是
到了医院还得排队等候。”王先生回

忆起来，说病人折腾，家人也跟着折
腾。

后来，王先生去社区医院打听，
这项服务社区医院的护士做不了，但
他们推荐了海医一附院的网约护士
上门服务。

“我立即下载了小程序，手机下
单，三甲医院护士就上门了。曾飞格

护士经验很丰富，我们已经约了三
次，给我们帮了很大忙。”

2019年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确定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6省市进
行“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海南虽
未在首批试点范围，但自2019年12

月起，海医一附院作为海南省“互联
网+护理服务”首家试点单位，迈出了
我省“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第一步，
积极探索适合我省“互联网+护理服
务”管理制度、服务模式、服务规范以
及运行机制，以延续护理中心和慢病
管理中心为依托，开展“互联网+护理
服务”。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网约护士”服务总单量已突破千单

患者手机下单 三甲医院护士上门服务

11月9日上午，本是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海医一附
院）胃肠肿瘤外科主管护
师曾飞格的休息时间。
她却早早起来，拎着护理
箱，来到位于海口市白坡
里一路王先生家里。一
番熟练的操作后，王先生
卧病在床的83岁母亲的
尿管更换完成。“太方便
了！手机约护士上门服
务，给我们省了钱，也省
了事。”王先生感慨。

作为海南省“互联
网+护理服务”首家试点
单位，海医一附院于
2019年12月迈出了我省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第
一步，积极探索适合我省
“互联网+护理服务”管理
制度、服务模式、服务规
范以及运行机制，以延续
护理中心和慢病管理中
心为依托，开展“互联网+
护理服务”。目前服务总
单量已突破千单，主要以
导管和母婴服务为主。
“互联网+护理服务”是公
共服务的一大创新之举，
满足了慢性病患者与行
动不便的老人对于医疗
服务的需求，进一步缓解
了老龄化时代家庭的压
力与负担。

省内9家医院陆续开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

“互联网+护理服务”降低医院看病护理、住院
压力，一定程度上解放医院的公共资源，进一步实现
医疗资源再分配，实现了医护患三方获益。该项目
也得到了国家和同行的认可，海医一附院2019年凭
借《基于自由贸易区（港）下老年护理模式的构建》获
得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全国医院擂台赛中
南赛区最具价值案例奖，《构建互联网+多方位延续
护理生态圈》获得2021年“护理管理创新奖”优秀
奖，2021年1月医院和护理部均获国家卫健委办公
厅2018-2020年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通报表扬。

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带领下，省内目
前已有包括该院在内9家医院陆续开展了“互联网+
护理服务”，其中两家为中医医院，覆盖海南东南西
北四个区域医疗中心，为全岛人民提供了多方位、多
元化的专业护理，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
里”。通过实践，已初步建立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

“互联网+护理服务”机制和成熟的管理模式。
“互联网+护理服务”作为新生事物，还需要在

运行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作为一项服务民生
的举措，有着广阔的前景。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将继续起带动示范作用，回归“互联网+医疗”的
初心，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医疗机构试行“互联网+
护理服务”工作，形成可复制的有益经验。

（撰文/王可）

在老年护理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海南还有另一层特殊需求。海医一
附院延续护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
师张翔告诉笔者，由于海南每年迎来
不少过冬的“候鸟”老人，他们不熟悉
本地医院情况，对上门护理的需求非
常大。医院面向高龄或失能老年人、
康复期患者、孕妇等行动不便人群，
于2019年 12月开设了网约护士服
务，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
公里”。

海医一附院确定“互联网+护理
服务”开展项目，项目涵盖康复、管

道、伤口造口、母婴、老年、静疗、腹膜
透析、健康管理等十余项居家护理服
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预防保健、日
常调护、就医协助、慢病管理、康复护
理，以及心理疏导和老年照护等护理
服务，有效满足老年群体居家护理服
务需求。

建立延续护理护士库。为保证
“互联网+护理服务”质量，医院护理
部决定从原有的各护理专科小组基
础上组建延续护理护士队伍，经过前
期培训和严格筛选考核，目前医院共
有78名延续护理护士。引进第三方

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技术平台，通
过多方调研、对比，医院最终选择与
广东优佳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通过“优佳护”小程序，实现线上下
单，线下服务的院外延续护理。

打开小程序看到，里面有17项
具体的网约护士服务内容，如更换尿
管胃管、膀胱冲洗、PICC维护、伤口
造口护理、母婴护理（含催乳）等。收
费标准明确，根据地址的远近和服务
的内容，价格均有不同。据悉，今年
内，该院的网约护士服务还会增加腹
透、老年评估、手术伤口换药、术后拆

线等护理内容。
自2019年12月26日开

始服务第一单，至2020年4
月14日暂停接单，2020年4
月15日恢复接单。截至目前
服务总单量已突破千单，其中
母婴护理 538 单，导管护理
375 单；服务地区主要在龙华
区，其次为美兰区，少量辐射至琼
山区和秀英区。

“患者的需求还是看得到的，有
些市县的患者专门打电话过来，邀请
我们的护士上门服务。”张翔说道。

护士上门 患者享便利

不到两年单量破千 患者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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