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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之
际，应空军邀请，香港、澳门特区青年代
表 80 余人组成港澳青年代表观摩团，
18日赴吉林长春观摩航空开放活动，共
同见证人民空军 70 年来的辉煌成就，
现场感悟这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
略军种的强军脉动。

此次港澳青年代表观摩团由香港
青少年军总会等 6个青少年制服团体
的青年代表、澳门“千人计划”青年代表
和部分在北京高校就读的港澳学生组
成，除了观摩航空开放活动外，他们还
将与空军航空大学的青年官兵进行互
动交流。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港澳办和空军
共同组织，旨在进一步加强港澳年轻人

与内地的交流。
来自香港的苏显棋是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作为
军事迷的他难掩心中的兴奋：“刚到
内地上学没多久，就赶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兵，那种排山倒海的
震撼劲儿还没过，今天又现场观摩航
空开放活动，很多同学都把手机拍没
电了。我们都为空军先进战机的列
装和飞行员娴熟的飞行技术欢呼点
赞。”

在参观人民空军成立 70 周年成
就展时，港澳青年代表观摩团成员将
空军招飞展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代表
团成员、来自澳门的梁嘉盛与招飞宣
传智能机器人“飞飞”“圆圆”互动交

流，当他听到“近年来空军招飞质量
大幅提升，高考文化录取成绩总体达
到‘211 高校’水平，近三分之一迈入
‘985 高校’行列”的消息时，他不禁伸
出大拇指：“驾驭歼-20、歼-16、运-20
等新型主力战机，除了要身体好，更
要成绩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护卫
祖国空天。”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祖国

的发展、军队的强盛必然会给澳门带
来长期的繁荣稳定。”澳门“千人计划”
青年代表吴洁玲说：“这次观摩，看到
了代表空军发展成就的多型主战飞机
的精彩表演，有这样的空军守护，祖国
的蓝天将更加安全！”

（本报长春10月18日电）

感悟人民空军的强军脉动
—港澳青年代表观摩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刘汉宝

在航空工业沈飞厂区内，罗阳的
塑像静静伫立。在他的身侧，是一架
架战鹰模型，冲向无垠的苍穹……

2012年 11月 25日，作为歼-15飞
机的现场研制总指挥，他随辽宁舰出
海执行歼-15舰载机首次起降训练。

任务完成后返回大连当日，突发心肌
梗塞、心源性猝死，以身殉职。

罗阳，1961 年 6 月生，辽宁沈阳
人，生前系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30 年
来，从一名普通的飞机设计员到军工
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罗阳组织完成
了多项国家重点航空装备研制和生产
任务，矢志不渝奉献航空事业。

1982 年，罗阳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有着“航空英
才的摇篮”之称的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1999 年出访美国，罗阳感受
到中国和国外顶尖航空制造企业尚
存差距。如何让中国航空工业“飞”
起来、“强”起来，是他和航空人共同
的报国梦想。

2002年，他调至航空工业沈阳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整个人“扎

进”多个重点型号的研究中。10 年
中，他和团队成员一起，让沈飞实现了
歼击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的跨越。

启动舰载机研制项目的时候，国
内技术尚一片空白。面对未知的领
域，罗阳奋战在研制现场、试验第一
线，最终攻克了核心技术。他组建了
折叠机翼研制攻关团队，一次次奋力
创新突破，终于为舰载机插上了收放
自如的灵活翅膀；拦阻钩是拦阻系统
的关键部件，他组织科研人员，不断调
整研制思路和主攻方向，最终解决了
这个难题。

罗阳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
多个重点型号研制，直至生命的最
后一息。他将自己全部精力和智慧
都奉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将航空
报国的梦想写在蓝天碧海之间。

（本报记者汪娜）

罗 阳：用生命践行航空报国

身材瘦削、面容清癯的方工，说
话慢条斯理，但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能从他的言行中感受到那股刚正
不阿。

方工，1951 年 5 月生，河北易县
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1979 年至 2013 年，他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从检 34 年
承办的 3000 余件案件都经得起检
验。他敢挑重担、敢打硬仗，曾出色
办理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大案要
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
范检察官、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等
荣誉。
“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

官，扎扎实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
是方工的座右铭，也是他公正执法
的真实写照。他在工作实践中严格
执法，恪守职责，无论是承办普通的

刑事犯罪案件，还是办理社会关注
的大案要案，都一丝不苟，以自己严
谨的作风、勤奋的工作，维护了法律
的公正、神圣和尊严。

方工在首都政法界享有很高的
声誉，办案水平有口皆碑，被检察机
关的同事们誉为“第一公诉人”。在
全国瞩目的成克杰受贿案的审查起
诉中，方工是“第一公诉人”；在李纪
周受贿案的审查起诉中，方工也是
“第一公诉人”。1999年底，他承办了
新刑法实施后全国第一例“组织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当时，
这个案件的审查起诉难度很大，没有
先例。专案组在方工的领导和指挥
下，完成了提起公诉的任务，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长期以来，方工用坚定正确的
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指导自

己的一言一行。他的人格魅力赢
得群众的信任，在评议党员领导干
部时，全检察院几百名干部在他的
评议单上写下最多的评语是：清正
廉洁。

（本报记者汪娜）

方 工：用公正彰显执法为民

“你退后，让我来！”陆军某扫雷排爆
大队战士杜富国生死关头说出的话语令
人难忘。2018 年 10 月 11 日，杜富国随
队参加排雷作业时，危急时刻冲锋在前，
为掩护战友，以血肉之躯挡住危险，被待
清除的手榴弹炸伤，失去双眼和双手，用
鲜血书写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
采荣光。

杜富国，南部战区陆军某大队士官，
1991年 11月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2010 年 12 月入伍，2016 年 11 月入党。
他先后被陆军表彰为“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标兵，被评为“感动中国 2018 年度
人物”“全国自强模范”，中宣部授予其
“时代楷模”称号，荣立一等功1次。

杜富国始终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
中，把使命和责任扛在肩上。2010 年，

杜富国参军来到驻滇某部的一个边防连
队。扫雷并不是他的专业，但在 2015年
6月，当得知要组建扫雷大队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给连队党支部的
请战书上他这样写道：“正如我 5年前参
军入伍时一样，那时我思考着怎样的人
生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衡量的标准，
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
些什么……这就是我的使命。”

杜富国清楚，扫雷是高危作业，专业
知识是上雷场的“合格证”。到扫雷大队
后，他训练刻苦扎实，为训练探雷针手
感，每天坚持练习上万针，熟练掌握了
10余种地雷的排除方法，临战训练考核
课目被评为全优，是全队公认的“排雷尖
兵”。
“无论是在连队、还是在别处，都是

在为国家、为百姓奉献，我渴望着更多的
牺牲奉献。”这是杜富国英勇负伤之前日
记里的内心独白。在雷场背运炸药，战
友扛一箱，杜富国总是争着扛两箱，第一

个进雷场、第一个设置炸药、第一个引
爆，他成为扫雷队排雷最多的人之一。
在马嘿雷场，面对一枚反坦克地雷，杜富
国抢先上前，成功排除。在天保口岸雷
场，发现一枚引信朝下的火箭弹，杜富国
让战友撤离，独自排雷。2018年 9月，驻
地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12名学生被困
二楼，杜富国不顾安危，将他们逐个转移
到安全地带。到敬老院抢险时，他又第
一个跳入河中蹚路，将被困老人逐个背
离险境。

杜富国先后进出雷场 1000余次，累
计排除爆炸物 2400余枚，处置险情 20多
次，被誉为“扫雷英雄”。在他和战友的
共同努力下，一个个标有骷髅标志的雷
区变成了致富果树林、黄金口岸地。

如今，在杜富国负伤的那片土地上，
麻栗坡人民将今年采摘下来的新茶命名
为“富国茶”。当山茶花盛开的时候，他
们希望这位“新时代最可爱的人”重返故
地，喝一杯别样的老山“富国茶”。

“ 这 就 是 我 的 使 命 ”
—军队系统全国道德模范杜富国写真

■本报记者 潘 娣

德耀中华

本报南宁 10月 19日电 陈飚、

记者安普忠报道：10 月 18 日，第七届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期间，首届中国-
中亚北斗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成功
举办。

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柬埔寨、老挝、泰国、巴基斯坦等
11 个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空间
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论坛等 3 个国际
组织，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地方政
府、行业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参加此次
论坛。

论坛以“卫星导航系统应用与合
作”为主题，安排了开幕式、合作签约、
报告交流、展览展示等环节。有关部门
介绍了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情况，参会外
宾介绍了各国卫星导航应用需求、建设
现状及合作设想，共同探讨中国-中亚、
中国-东盟等多双边领域卫星导航合作
的广阔前景。

论坛还举办了北斗专题展览，让与
会代表切身感受北斗系统的广泛应用
和服务能力。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有
关机构代表、泰国企业有关代表，分别
签署卫星导航监测评估、教育培训、产

业合作等 3份合作协议，相关成果被纳
入第七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南宁）宣
言。

据了解，中国-中亚北斗合作论
坛是继中俄卫星导航重大战略合作
项目委员会、中阿北斗合作论坛之后
第三个利用国家级合作平台机制，推
动北斗国际化发展的平台。

在北斗系统开通全球服务、加速
全球组网的背景下，今年首次在这一
高端平台框架下举办北斗合作论坛，
将有助于携手开启中国与中亚国家
卫星导航合作新篇章。

首届中国-中亚北斗合作论坛在南宁成功举办

10月 17

日，西安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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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英摄

“手术成功了！”10月中旬，在海拔
4600 多米的西藏申扎县人民医院，经
过 3个多小时的紧张操作，海军第 905
医院妇产科主任孙健成功实施了当地
首例腹式全子宫切除手术，挽救了又
一名藏族同胞的生命。

申扎县，地处藏北高原腹地，地广
人稀，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落后。为解
决当地群众看病就医难题，该院连续
19年接力帮扶申扎县人民医院，一茬
茬援藏医疗队员来到雪域高原，把子
弟兵的真情与关爱送到群众心坎上。

转隶以来，该院党委把对口帮扶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不断创
新方式方法，从单一的资金援助向资
金和智力全面援助转变，从单方面提
高医疗技术向医疗技术与制度建设并
重转变，从各个突破的“单兵作战”向
多学科、联合式的“组团作战”转变，健
康扶贫取得可喜成果。

许多危重疾病，生死往往就在一
瞬间。

在帮扶的日子里，有数不清的瞬
间让该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蒋晓难以
忘怀。今年 8月的一天深夜，一名左臂
受创血流不止的伤者被送到急诊室，
入院时已处于休克状态，需要紧急抢
救。接到通知的蒋晓立即赶到医院，
组织传染科、急诊科的医生为伤者开
通多路静脉通道，快速扩容治疗抗休
克。在缺少麻醉配合、没有电刀凝血
的情况下，蒋晓果断在局部麻醉条件
下进行左前臂贯穿伤清创止血引流
术，经过 3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终于
将伤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危重疾病耽搁不起。援藏医生

除了从事专科工作外，还必须承担起
全科医生的职责。”回想两次援藏经
历，让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胡剑平记忆
犹新。曾有一名患者因腹痛入院，胡
剑平通过 B超检查，结合症状诊断其
患有急性化脓性胆囊炎，病情十分严
重。这时，患者家属提出转往拉萨的
医院进行治疗，但胡剑平清楚，急性化
脓性胆囊炎恶化进展快，就是一个“定
时炸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本着对患者高度
负责的态度，胡剑平反复劝说家属，终
于征得同意让患者就地治疗。他立即
和当地医生制订治疗方案，并顺利完
成了手术。由于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
紧张工作，下手术台时他的嘴唇变成
了绛紫色。

蒋晓和胡剑平的执着努力只是海
军第 905 医院开展医疗帮扶的缩影。
近年来，该院在发挥技术优势救治患
者的同时，采取加强技术人才培养、提
升医疗管理水平等措施手段，让当地
医院实现跨越式发展，“造血”功能大
幅提升。

他们始终坚持“援助一批人才、带
出一批人才”的理念，用好用活援藏医
疗人才“传帮带”机制，让当地医院的
医生进一步熟悉学科相关技术，全面
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为当地留
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为实现从“输
血援助”到“造血帮扶”的转变，该院援
藏医疗队先后开展了高原腹部手术切
口愈合处理、抗休克术、止血包扎术等
11项新技术新项目。
“以前遇到上呼吸机的危重病人，

我们无法单独处理。感谢援藏医疗队
为我们讲授护理方面的知识，现在大
部分护士都能做到。金珠玛米，扎西

德勒！”对比今昔，申扎县人民医院护
士长康卓深有感触。

手把手指导，全方位帮扶。首批
援藏医疗队指导当地医院对整体布局
进行优化设计、科学整合，增加了消供
中心、制氧机房、应急供电站等设施，
帮助设计了妇保中心建设方案，有力
提升了当地医院的综合医疗保障能
力。“除了技术上的帮扶，援藏医疗队
还指导医院加强业务规范和日常管
理，对我们帮助很大。”申扎县人民医
院院长索南央金说。

据了解，19年来，该医院历届党委
坚持抓好对申扎县的医疗帮扶工作。
各批次援藏医疗队传授管理经验，帮
助当地医院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工作
标准、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 200 多条，管理制度 500 多项；
先后派出 100多名专家和医务人员进
藏，累计接诊藏族同胞近万人次，培训
医疗骨干 50余名，向县人民医院赠送
各类医疗设备价值 700余万元，为提高
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守护群众身体健
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图：海军第905医院的援藏医疗

队员（右）为申扎县群众进行义务巡诊。

刘 健摄

“金珠玛米”爱洒雪域高原
—海军第905医院接力开展医疗援藏工作纪事

■陈小莉 刘 健 本报记者 郭 晨

■赵乐际 17日至 19日在海南调研时强调，敢于监督、善于监
督，为党中央重大战略推进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韩正 19日出席在山东青岛举行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并致辞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