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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好戏

美国民主党拟更换
总统预选“风向标”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下辖规章制度委员会2
日表决，同意修改2024年总统选举党内预选日程表，
一改近半个世纪的传统，把素有“风向标”之称的预选
首站从艾奥瓦州换成人口结构更为多元的南卡罗来
纳州。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定于明年2月表
决这一修改决议。

艾奥瓦州地处美国中西部，在各州中按人口
和经济体量均排在第31位，经济以农业为主。在
一些民主党人看来，艾奥瓦州人口将近90%是白
人，其预选结果对于预测总统竞选人在全国范围

“战绩”不再具有“风向标”意义。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1日致信民主党规章

制度委员会，建议重视有色人种选民、使预选初期
日程安排反映民主党选民和全国人口结构变化。

民主、共和两党预选前四站通常依次为艾奥
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常在1月或2月举行。之后是“超级星期二”，十
多个州同时举行预选，胜者有望提前锁定总统候
选人提名。其中，艾奥瓦州预选方式是基层党团
会议，逐级向上推选；新罕布什尔州则采取另一种
方式、即投票直选。这两站获称“风向标”，受到媒
体高度关注。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美国选民中，白人
比例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为85%左右，到2020
年降至69%。随着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

“Z世代”陆续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白人比例将降
至55%。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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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西（右二）在与澳大利亚队
比赛中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3日晚，在艾哈迈德·本·阿里体
育场四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下，梅西达
成了职业生涯1000场比赛的成就。
里程碑之夜，梅西用一个进球带领阿
根廷队2：1战胜澳大利亚队，挺进卡
塔尔世界杯八强。

这个进球是梅西的第九个世界
杯进球，也是第一个淘汰赛进球。这
让他超越了打入八球的马拉多纳，排
名阿根廷队史世界杯进球数第二，仅
次于打进10球的巴蒂斯图塔。除此
之外，本场比赛也是梅西出战的第
23场世界杯比赛，这让他追平马尔
蒂尼位列世界杯出场数第三，仅次于

25场的马特乌斯和24场的克洛泽。
梅西在赛后更新了社交媒体，只

字未提自己的多项新成就。他写道：
“更进一步！球迷们再次给了我们惊
人的支持。阿根廷加油！”

混采区和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
的记者们似乎也很懂梅西，提问没有
过多聚焦在他这一场比赛打破的多
个纪录，而是更多关注这场比赛本身
以及下一个对手荷兰队。

“这1000场比赛中有很多快乐，
也有很多失败。这让我成长，成为一
个更好的球员、一个更好的人。现在
是时候享受了。”梅西说。除此之外，

他对于新纪录没有更多的表达。
也许正是不执着于纪录，才让他

更接近纪录。踢了1000场比赛之
后，梅西看来依然满怀热爱，甚至更
加享受足球给他带来的一切。

当主裁判吹响终场哨的时候，梅西
只是挥舞了两次手臂，便慢慢向队友德
保罗走去。他知道，现在不是欢庆的时
刻，他和阿根廷队还有更高的目标。

（新华社多哈12月4日电 记者
董意行 张逸飞 肖亚卓）

踢了1000场比赛的梅西，还享受足球吗？
以军空袭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的目标

新华社加沙12月4日电（记者柳伟建）以色
列国防军4日凌晨出动战机，轰炸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目标，以报复
早些时候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巴勒斯坦安全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战
机当天轰炸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一处
目标和加沙地带南部一块农田，现场可以听到强
烈的爆炸声，爆炸引发火灾。

另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空袭损毁了周边民
用设施，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4日发表声明说，3日晚，以色
列遭到来自加沙地带的一枚火箭弹袭击。作为回
应，以军战机空袭了加沙地带隶属于哈马斯的武
器制造场所和地下隧道。

目前尚无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宣称制造了这
起火箭弹袭击。

新华社多哈12月4日电（记者
岳冉冉）卡塔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
5日将迎来两支亚洲球队亮相，日本
队对阵克罗地亚队，韩国队挑战巴西
队，日韩能否继续书写奇迹进军八
强，成为看点。

12月5日23：00
日本VS克罗地亚

(CCTV5直播)
当地时间18：00，日本队与上届

亚军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将率先在贾
努布球场打响。

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队在小组
赛发挥神勇，先后战胜前世界杯冠军
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以小组第一的身
份从“死亡之组”成功突围，让人看到
了他们的硬核实力。

日本队善于从逆境中崛起，对
德、西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是在落后
的被动局面下，上演逆转好戏。主帅
森保一对球队进入八强信心满满：

“我们让人相信亚洲足球可以战胜世
界强队。队员们打开了新局面，我们
能闯入八强。”

上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队在

小组赛表现中规中矩。他们先是与
摩洛哥互交白卷，4：1逆转加拿大
队，0：0闷平比利时队，以小组第二
进入淘汰赛。对阵加拿大队一役，克
罗地亚队展现出了真正实力。面对
开场不到两分钟被进球的尴尬，“格
子军团”不慌不忙，莫德里奇、佩里西
奇、克拉马里奇、利瓦亚等人用实际
行动证明了“老将不老”。主帅达利
奇表示，克罗地亚队逆转赢球的关键
在于“成功稳定住了自己”。

这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两支
善于逆转的队伍相遇，谁将打破僵
局，赢得先机？谁会后来居上，反败
为胜？值得期待。

12月6日03：00
巴西VS韩国
(CCTV5直播)

随后22：00，在974球场，巴西
队将迎来韩国队挑战。

巴西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大热。
小组赛阶段，无论面对瑞士队还是塞尔
维亚队，“桑巴军团”都展现出强大实
力。但随着赛事进行，巴西队也多了烦
恼，那就是球队开始遭遇伤病困扰。

对阵韩国队，头号球星内马尔能
否出战仍存疑问。小组赛首轮受伤
后，内马尔缺席了后两轮比赛，多家
媒体表示，他的伤情比预想中严重。

此外，前锋热苏斯和边后卫特莱斯在
对阵喀麦隆的比赛中受伤，已确定将
退出本届世界杯剩余赛事，而达尼洛
和桑德罗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此役面对“太极虎”，尽管巴西队依
然具备绝对实力，但球队想要晋级，也
许并不会轻松，还需小心驶得万年船。

小组赛阶段，韩国队在面对乌拉
圭队和加纳队时，表现一般。唯有在
与葡萄牙队的比赛中，抓住了机会，
2:1逆转取胜。能够晋级，韩国队还
要感谢另一个赛场上，没有打进第三
个球的乌拉圭队。此役对阵巴西队，
孙兴民和黄喜灿能否携手攻破巴西
队的“伤兵”后防线，值得关注。

日韩能否继续书写奇迹进八强

11月27日，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务处
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收到锦旗
58面，收到感谢信182封。每一封感谢信
的背后，都饱含着医护人员的付出和患者
的信任；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精湛医术
和高尚医德的叠加……这是该院推行清廉
医院建设过程中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来往的患者随处
可见清廉文化宣传。在医院的门诊1号
楼、2号楼一楼通道两侧，人员行经最密集
处，该院设置的“医院文化”长廊，让医院职
工、来院就诊群众在日常工作和就诊中感
受医院文化熏陶。

在清廉医院的建设过程中，每一位职
工都签订了推进“清廉医院”建设承诺书，
将“廉”字刻在心上，打造出一支一心为民
的清廉医疗服务团队。

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利用周末
时间给6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疫苗，上门
为腿脚不便的老人接种，以“零距离”服务
的方式，让老年人“零跑腿”。这支清廉医
疗服务队还多次组织医务人员组成义诊
医疗服务队，去到海口的农村地区开展义
诊宣教工作。在海南“0801”疫情中，海
口市人民医院身先士卒，作为海口片区
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该院党委和领
导班子主动担当，党委书记、院长靠前指
挥，号召全体党员模范带头，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并顺利完成新冠肺炎定点
医院救治任务。

在过去的一年间，海口市人民医院的
清廉医院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以后
的日子中，王会庆表示，清廉医院建设还将
是该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是一
次为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确立行动指南
的大会。我们将切实把二十大精神贯彻
到实际工作中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
进清廉医院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切实增强推进作风建设及清
廉医院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打
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全面推进海口市人民医院高质
量发展，打造老百姓值得信赖的暖心医
院。”王会庆说。 （文/路瑶 全锦子）

海口市人民医院：

开出智慧“处方”打造清廉医院

医者清，则患者
乐。

医疗卫生，事关
万千民生。清廉医院
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更是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
迫切需要。

今年 3月 3日，
根据海口市卫健委的
部署，海口市人民医
院党委研究制定了
《关于开展清廉医院
创建活动的实施方
案》，围绕“构建全民
全程健康服务体系”
的奋斗目标，开出“六
廉”处方，多举措深入
推进清廉医院建设。

纵深推进清廉医
院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海口市人民医院
为切实提升清廉医院
综合治理效能，通过
在省内率先引进智能
医用耗材管理系统，
采取“阳光采购”“阳
光用药”等举措，打造
全流程廉洁风险防控
体系，树立起党风清
正、院风清朗、医风清
新的清廉医院形象。

规范医用耗材使用，实现SPD全院级覆盖

“医用耗材使用是医院的重要廉政
风险点，也是百姓关切的焦点。”海口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会庆介绍，为规范
医用耗材管理，推进清廉医院建设，今
年1月1日，全省首家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医院医用物资第三方供应链SPD服
务项目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上线，海口市
人民医院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SPD全

院级覆盖的医院。
SPD项目能为老百姓就医带来哪

些好处？海口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杨毅军解释说，SPD其实就是一种
耗材智能管理系统，这意味着通过大数
据分析，医院可对临床医用耗材进行动
态监测、精准监督、有效监管，引导和督
促各个临床科室对耗材使用的安全性、

有效性、廉洁性、经济性等进行综合评
价，杜绝使用不必要的耗材，尽可能使
用国家带量采购的医疗器械，更多地维
护患者利益。

SPD耗材智能管理系统还能促进各
相关科室自我管理、自我防控，对此，海
口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钟江华深
有体会。他安排专人及时了解本科室高

值耗材、低值耗材使用情况，追踪科室内
每位医生高值耗材用量，及时发现业务
和行风建设方面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
开展有针对性整改。

“耗材智能管理系统从医院管理层
面和科室使用层面同步出发，规范医用
耗材使用管理，有效消除了廉政风险隐
患。”杨毅军表示。

推行“阳光采购”，保障公开公正

“这一系统的误差率是多少？”“这
一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现行收费
模式有何依据？”日前，在海口市人民医
院11号楼会议室内，纪检监察室同志
与医院采购专家库随机抽取的几位专
家悉数到齐。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医院
公开招标会。

一家拥有国家级项目背景的信息
技术公司本来可以轻松通过评审，但让
该公司代表想不到的是，来自评审席上
的专业发问，让参加评审的各家公司不
敢有丝毫大意。

这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进行“阳光
采购”的一个缩影。自开展清廉医院

建设工作以来，海口市人民医院不断
健全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药购销行
为，以“阳光采购”为抓手，严格执行药
品集中招标采购管理制度以及新药引
进管理制度。

“药品、器械采购是医院廉政风险
的‘事故高发地段’。”海口市人民医院

纪委书记刘建党表示，海口市人民医
院将强化内控管理作为药品、器械采
购的“第一道关卡”，明确采购流程及
各方职责权限，既保障充分公开公正，
又有利于群策群力，让信息实现优化
整合，确保药品、器械以最优化性价比
进入医院。

以“廉”入药，“阳光药方”严把药品关

为切断药品流通中的利益链条，
促使医师合理用药，有效降低患者用
药费用，减少患者的看病负担，诠释清
廉医院建设内涵，海口市人民医院不
断完善药品管理制度，规范医药购销
行为，以“阳光采购”为抓手，严格执行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管理制度以及新药
引进管理制度。

据了解，海口市人民医院大力推
进“阳光药方”，药师通过门急诊处方
点评、抗菌药物DDDs用量前十名药
品医嘱点评、PPI专项点评、癌痛患者

医嘱点评等点评措施，临床药师开展
药学评估、药学会诊、药物咨询等全程
药学监护，对重点药品的使用实行双
重监控。

此外，海口市人民医院还注重预防
预警与事后管理相结合、技术创新与管

理模式创新相结合、点评分析与考核考
评相结合，以合理用药为核心，实现临
床用药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对顶风而
干的不合理用药人员，医院予以通报批
评和经济处罚严惩。2022年1至9月
共惩罚不合理用药问题59例次。

沉浸式文化育廉
建设为民医疗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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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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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医院行风监督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