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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新华社北京9月 14日电 （记者
胡 浩） 以“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
康”为主题的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14日拉开帷幕。记者从活动开幕式
上了解到，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
及率达到 80.72%，“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到61.56%。

开幕式以线上方式在北京、乌鲁木
齐、和田三个城市同步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全
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学军介绍，23
年来，推普周作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工作的重要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全
国普通话普及圆满完成语言文字事业“十
三五”规划确定的工作目标，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书同文、语同音”的梦想初步实
现，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功范例。进入新时

代，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面临
着新任务新要求。要充分发挥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
坚持从娃娃抓起，使各族群众从小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再上新台阶。

推普周期间，将开展线上系列宣传
活动，包括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创

建语言文字专属强国号、开展推普专项
答题，制作推普创意短视频、微信表情
包等融媒体产品，在微博、抖音等平台
发起相关话题接力互动，开展线上答题
挑战和AI普通话测评等，通过大家喜闻
乐见的形式，宣传推广普通话。全国各
地将结合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及中华优秀
文化传承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的系列活动。

全国推普周开幕：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

第 23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14
日拉开帷幕，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同
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语言文字是
人类交流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也是治国安邦的重器。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
要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繁荣。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
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
难以达成理解、难以形成认同。作为
打破地域区隔、传播信息和技术的工
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70 多年来，普通
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达到 80.72%，
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
95%，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超过
80%降至 4%以下，各地区各民族交流
交往的语言障碍基本消除。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极大地促进了
国家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化等
社会事业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发挥

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助力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全
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
各民族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个
人成长成才，有利于人民群众在更广阔
领域就业创业，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语言扶贫事业迈
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探索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理论
框架和实践路径。当前，我国多数贫困
地区实现了推广普通话广动员、广参
与、广覆盖。贫困群众的交流交往能力
持续增强，创业就业致富的愿望更加强

烈，职业技能明显提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必须坚定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落实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不
断提升语言文字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助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
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繁荣
新华社记者 胡 浩

肺部毛玻璃样阴影、长长的就诊
队伍、超员的病房……2020 年初，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国家援鄂抗疫医
疗队挺身而出，逆风驰援武汉。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
为了谁。”

在重症监护室、在病毒肆虐时，
每一件防护服上都有一个不朽的名
字，每个名字都一笔一划地承载着医
者的担当、患者的希望。

逆风执甲，“到病人床边去”
1月23日，武汉“封城”。
同一天，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发出

致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短短 18 小时
内，全院3306名同志报名请战。

第一时间选派呼吸、感染、重症
专业精兵强将奔赴湖北，48 小时内完
成重症病房改造，整建制接管重症病
房……一个个驰援瞬间，展现出“风
暴眼”中的“协和速度”。

疫情如火，却挡不住迎难而上的
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员们。

面对未知病毒，如何群策群力、
拧成一股绳？医疗队组建前线核心
组，每晚 8 点召开工作例会，针对临
床问题，不断优化调整诊疗策略。

面对复杂病情，如何保证救治规
范化制度化？医疗队因地制宜建立起
40 多项规章制度，强调“到病人床边
去”。

面对重症患者，如何保证个体施
治有效性？医疗队采用多学科协作、
全方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形成“一
人一策”。

告别家人，转身逆行，一个个平
凡的身影挺身而出，开启了以生命赴
使命的征程。

出征前，有母亲一夜没睡，凌晨3
点就开始蒸馒头为即将上前线的儿子
送行；有人自始至终都没告诉父母，
母亲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哭着打电话
过来；有人向三岁半的儿子解释，自
己 是 去 一 个 叫 武 汉 的 地 方 “ 打 怪
兽”……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口罩、
面罩和 3 层医用手套……白衣战士们
脸 上 留 下 的 口 罩 勒 痕 ， 是 逆 行 战

“疫”的勋章。

拼尽全力，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希
望

这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援
鄂抗疫医疗队接管的病房里出现紧急
情况：患者徐伯伯入院时病情危重，
虽经全力救治，但病情仍然不见好
转。专家组会诊后决定尽快进行气管
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

刚下夜班的麻醉师姜华，接到医
院电话，立刻乘车返回病房。病房
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
副主任朱凤雪带领医护人员认真梳理
流程，评估风险点，并做了相应的周
密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患者气道开放。
避开涌出的大量口腔分泌物，姜华娴
熟地用喉镜挑起会厌、拔出导芯、放
置牙垫、气囊充气，2 分钟内一气呵
成。固定好气管导管、接上呼吸机、
调整好参数，患者各项指标随之出现
了改善。

重症患者救治是生死搏击的攻坚
战，场场都是硬仗。

3月3日晚，一位47岁的患者突然
病危，呼吸心跳骤停！原来，这位患
者同时患有严重糖尿病，因为糖尿病
坏疽发生足趾坏死脱落，多个器官存
在潜在性破坏。

十万火急之时，在北京医院外科
ICU 副主任常志刚的主持下，由外科
ICU、肾脏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心血管内科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
立即进行体外膜肺氧合 （ECMO） 装
机抢救。随着机器的运转和不断的调
试，病人的血氧饱和度等指标逐步好
转，状况逐渐开始稳定。当血氧饱和
度达到 100%的那一刻，在场所有的医
护人员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虽然刚刚经过一夜的奋战，但看
到患者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大家的
疲惫一扫而光。”常志刚说。

医者担当，英雄正是这般模样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

任杜斌是 1 月 18 日抵汉的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中唯一的重症
专家。

为了尽快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救治
办 法 ， 杜 斌 没 日 没 夜 地 “ 泡 ” 在
ICU：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巡查5家
医院的 ICU；最长的时候，他穿着防
护服在ICU忙碌了10个小时。

从策划和组建武汉最初的几家临
时 ICU，到不顾安危实施气管插管，
杜斌的早期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等
重症救治经验被写入了国家诊疗方
案，为稳定抗疫形势作出贡献。

危险面前，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争分夺秒”——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带领科
研团队及时总结患者临床特征、救治
经验，参与编写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在医学期刊 《柳叶刀》 发表治
疗重症患者的临床试验结果，向全球
传递了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经
验，为世界各国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们
在每次上班前，都会通过微信工作群
提前了解患者情况，明确每一位患者
的护理要点，保证每次接触患者都是
有计划地进行，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
护理，同时也避免体力的浪费、降低
物资的消耗。

打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驰援护士
的工作记录，长长一串任务清单令人
吃惊：护理评估、病情观察、呼吸道
管理、管道护理、饮食营养、皮肤护
理等，各个大项的工作内容又被细分
为一个个小项，变为更精细和专业的
操作要求。

正是这样一次次无悔的付出，书
写了医者的担当——

得知患者多、病情重，刚刚下了
夜班又折回医院支援到凌晨，是担
当；忍住大汗、头痛、胸闷、急促心
跳，以及如百爪挠心的饥渴感和胃
痛，是担当；近距离护理气管插管患
者，为患者排痰、翻身、协助大小
便，也是担当。

在被雾气和汗水打湿的护目镜背
后，一位位白衣天使牵挂患者的目
光，就是千万患者的希望之光。

向险而行、无悔担当，英雄正是
这般模样。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题）

新华 时评

你的名字，我们的希望
——记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新华社记者 陈 聪 屈 婷

设施齐全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干
净整洁的现代化校园、错落有致的平远古
镇……

初秋，蒙蒙细雨常与贵州省织金县城
相伴，但并未能掩盖这座今年3月刚刚成
功脱贫的黔中小城焕然一新的面貌。

一大早，46岁的马智祥背上他标志性
的“插着球杆、露着球拍”的背包，准时
从家出发，往县全民健身中心走去。

“健身中心的场地好、设施新，没理
由犯懒了，一周去打两三次羽毛球。”马
智祥说。

“消失”的体育
就在两年前，这座黔中小城还没有任

何大型的公共体育设施。
“在全民健身中心对外开放之前，县

城里专业锻炼场所极度匮乏，我们只能在
大府头广场或是一些空旷的地方‘见缝插
针’地锻炼。”马智祥说，“想跑步就只能
在多灰尘的马路上，时间长了也坚持不
了。”

据织金县体育局负责人张力介绍，织
金县曾经有一所少体校，田径场、足球
场、篮球场、游泳馆等公共体育设施齐
全，县体育成绩在毕节市排名亦靠前，但
为了加快发展经济，这些公共体育设施曾
一度“消失”。

“2011年前后，体育场地均被调整为

商业用地，从那时起，县里就再也没有任
何隶属于政府的公共体育设施，开展群众
健身等活动相当困难。”张力坦言。

“随着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老百姓
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向往。”马智祥说，
织金县有了越来越多热爱锻炼的人，几片
空旷场地并不能满足大家日益高涨的健身
需求。

昔日烟厂变球场
2018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驻织金县

扶贫工作组来到织金，围绕体育扶贫的六
大工程开展工作。

“体育是共通的语言，无论在大小城
市，大家的锻炼热情都很高，都有健身场
地的需求。”扶贫工作组组长袁向阳说，
初来乍到，工作组与当地政府达成共识、
开展体育扶贫工作比想象的顺利，但却在

“选址”上犯了难。
他介绍，织金县境内山峦起伏，地形

地貌复杂多样，找块够大的平地，而且能
够提供用于修建体育场等相关设施，难度
不小。

新地难找，便将目光投向城中的“边
角料”。所属县烟草局的一处废弃的烟叶
复烤厂，最终成了织金县全民健身中心的
选址。

2018年10月，在县政府和国家体育
总局驻织金县扶贫工作组的共同努力下，

织金目前唯一的大型公共体育设施——
“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建成投入使用。

两片羽毛球场、一个小型室内篮球
场、4个乒乓球桌在狭长的厂房里从外到
里依次排开，羽毛球场一侧的过道还整齐
摆放着一些健身器材。“就地改造”的这
座全民健身中心的外表略显“朴素”，但
十分实用、惠民。

“周一至周五的8点到10点之间免费
向公众开放，10点之后，健身中心则委托
给专业公司进行运营，收取一定费用，用
于场馆的日常维护，也提供了一定的就业
岗位。”袁向阳说。

据全民健身中心运营负责人马坤介
绍，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锻炼，健身中心
对外运营的收费不高，每日最低只需花费
十元就可以在健身中心的篮球馆、乒乓球
馆不限时进行锻炼。

体育扶贫 未来可期
随着越来越多来自社会各界的资源投

入和支持，无论在县城还是在乡村，如今
的织金已不再难寻“体育”。

近三年，中国体彩中心、中国足球协会
等向织金县部分乡镇和学校捐赠了折合人民
币约540万元的体育设施；2018年，齐宝
香、李玲娟等优秀运动员来到织金开展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激发了不少织金人的健
身热情；在积极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

覆盖”的背景下，织金各乡镇（街道）都建
起了室内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

“曾经的极贫村也有了篮球场。”2019
年，袁向阳赴鸡场乡任党委第一书记，在
协助这座织金县最边远、贫困发生率最高
的乡镇顺利脱贫的同时，也积极协调资源
为鸡场乡两个极贫村修建了篮球场。

再过不久，织金还将迎来新的户外健
身场所——生态体育公园。

据介绍，计划于10月完工的生态体
育公园结合了本地的南门茶山旅游项目，
利用已有的山间小道，平台等基础设施，
加入健身步道，篮球场等体育元素，建成
后将为居民带来新的健身场所。

从“健身场所一处难寻”到“茶山上
办体育公园”，在摘掉国家级贫困县“帽
子”、迈步走向小康生活的路上，织金的
体育扶贫记未完待续、未来可期。

袁向阳说，9月底在上海举办的中国
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他会去看看有没有
招商引资的机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体
育服装加工类等行业。

“织金县是人口大县，人力资源丰
富，有现成的标准厂房和扶贫车间，适合
发展体育制造业。”袁向阳说，“希望能用
体育力量助推乡村振兴，帮助更多的织金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

（新华社贵阳9月14日电）

一座脱贫小城的体育扶贫记
新华社记者 王楚捷 罗 羽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记
者 王秉阳） 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
布了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 （2020-2021） 》，建议医务人员；
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
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点
场所人群以及其他流感高风险人群优
先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此起彼伏，秋冬季是呼吸道疾
病高发季节，气温降低有利于新冠、
流感等病毒的存活和传播，存在今年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为此，季节
性流感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指南提到，每年流感季节性流行
在 全 球 可 导 致 300 万 -500 万 重 症 病
例 ， 29 万 -65 万 呼 吸 道 疾 病 相 关 死
亡。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基
础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患流感后出
现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较高。尤其
是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流行态
势仍将持续，今冬明春可能会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叠
加流行的情况。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
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可以减少流感

相关疾病带来的危害及对医疗资源的
占用。

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他表示，秋冬季
节是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的高发季
节，就诊的病人数量将会增加，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叠，将给医护人员
鉴别诊断带来困难，加大隔离难度和
医疗负荷，不利于疫情防控。最有效
的办法就是重点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
苗。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流行
的背景，指南推荐以下人群为优先接
种对象：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
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
等；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
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
重点场所人群，如托幼机构、中小学
校的教师和学生，监所机构的在押人
员及工作人员等；其他流感高风险人
群，包括 60 岁及以上的居家老年人、
6月龄-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6月龄
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以及
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
等。对于≥6月龄且无禁忌证的人群均
可接种流感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
推荐四类人群优先接种

小串糖葫芦，可爱还节约。夜幕之
下，济南宽厚里美食街上的喜识冰糖葫
芦店门口，十几名游客在排队。他们面
前是一排排小串糖葫芦：短短竹签上只
有两颗山楂，山楂内是精心制作的馅料。

大串糖葫芦，好看却浪费。“很少有
人能在小吃街上吃完大串糖葫芦，不少
人吃几口就扔了。”喜识冰糖葫芦店店长
杨立彬告诉记者。亲手制作的糖葫芦经
常被浪费，他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于 是 ， 小 而 萌 的 糖 葫 芦 “ 上 线 ”

了。“对于吃完这家吃下家的食客来说，
小串糖葫芦的样子萌、量正好、易打
包。”杨立彬说。

近几个月来，这家占地20多平方米
的店铺，每天至少能卖出 2000 串糖葫
芦，高峰时一天能卖出5000串。

店员们谈到这些数字时咧着嘴笑，
他们更开心的是，终于做到了“每颗美
食都不被辜负”。

宽厚里，山东济南“网红”美食
街，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蒸腾着热气。

“宽厚”之下吹来节俭风，一些小吃店对
休闲食品做出了新尝试。

距离糖葫芦店不远处的爆肚店，小
碗、中碗、大碗、全家福四种分量的模
型，醒目地摆在窗口。

“一个人吃的话，推荐您买个小碗
的。”在女顾客点单前，爆肚店店长于潇
先开了口。

“山东大汉做生意，常觉得要给足、给
多才显得热情好客，但这样却容易造成浪
费。”于潇等店主动了心思，费了脑筋。

在宽厚里380余个店铺中，小吃店占
了大部分。周末，这里单日客流量能超
过4万人次，游客丢弃的剩饭、未喝完的
饮料、包装袋等，一天能装满七八百个
垃圾桶，让 40 名保洁人员从早忙到晚，
难得片刻休息。

“期待更多店铺推出精细化小吃品
类，既能让游客吃得尽兴，也能引导游
客践行节约‘新食尚’。”济南世茂广场
宽厚里项目负责人张淼说。

（新华社济南9月14日电）

马顺青望着地里大片大片的西蓝花，
硕大的叶片已完全舒展开来，清晨晶莹的
露珠挂在上面，更显碧绿可爱。再过几
天，高原夏菜就要迎来收获。马顺青的工
资和土地流转费也即将到账。

马顺青家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
夏县先锋乡卢马村。前几年，他家地里还
种着玉米和小麦。“那时收入低，去掉自家
吃的以外，一亩地就赚个五六百块钱。”

2019年，马顺青一咬牙，把家里6亩
地全部流转给一家种植高原夏菜的公司。
自己和媳妇则收拾农具去地里当起了工人。

锄草、施肥、打药……马顺青和媳妇
每月可获得固定工资2000多元，接近种小
麦、玉米一年的收入。

马顺青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2017年，兰州市榆中县菜商蒋林宝来

到临夏县考察高原夏菜种植业。他发现，
相比自己老家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这里
的水土条件更好。定远镇是甘肃省有名的
高原夏菜种植基地，经过多年种植，当地

的土壤肥力已有所下降。蒋林宝一直在寻
找更合适的种植基地。

2018年，蒋林宝注册成立临夏县远达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临夏县北部几个乡
镇流转了5000多亩土地，试种娃娃菜、西
芹、西蓝花等。这里土地平整，毗邻大夏
河，水资源丰富。截至目前，他的基地雇
用了500多名农户，其中就包括马顺青等
60多个贫困户。

两年过去，蒋林宝的种植基地喜获丰
收，今年高原夏菜卖出了前所未有的好价
钱。马顺青等人靠打工收入也实现了脱贫。

蒋林宝和当地农户实现双赢，得益于
临夏县近年实施的农业产业转型政策。

临夏县处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也是目前甘肃省8个未脱贫县之一。
这里近四成人口为贫困人口，县里工业基
础薄弱，是传统的农业大县。

以前，临夏县农村多种植主粮，效益
低，收入少。“全县近七成土地都种植小麦
玉米。”临夏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占中介

绍说，土地的低效利用是造成临夏县贫困
的主因。

大夏河的水徐徐流过，塬上的土地平
坦肥沃，群众却依旧贫困。

2012年，临夏县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从发展更高附加值的商品种植业做起，改
变传统农业种植结构。”郭占中说。发展新
型农业需要企业带动。招商引资，劝说群
众流转自家土地，一系列工作摆在郭占中
等干部面前。

临夏县共引进10家龙头企业发展高原
夏菜种植，它们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以
及销售渠道。经过村民大会和基层干部反
复进村入户做工作，各个乡镇的土地流转
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临夏县已建成11个种植基
地，带动群众种植高原夏菜3万多亩。

在临夏县，记者不仅看到了高原夏菜
种植基地。在河西乡，大片种植苹果、羊
角蜜的果园欣欣向荣，果树下还间作小麦
等主粮，最大程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在莲花镇曙光村，椒香充盈整个村子，这
里的花椒产业已成气候，人均年收入可达
5000元以上。

如今，临夏县已发展起高原夏菜、林
果业、脱毒马铃薯、设施农业四大新型产
业。全县约15万亩土地被流转发展新型种
植业，占全县土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

同时，临夏县借助东西扶贫协作的东
风，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远达公司等
企业收获的高原夏菜直接进入对口帮扶临
夏州的厦门市各大商超。蒋林宝说，去年
三分之一的菜被厦商集团购买，以供应厦
门63家超市。

郭占中介绍，企业是平台和机遇，群
众来基地打工，可以学习先进的种植技
术，最终在自家土地上经营新型种植业，
增收致富。

“等到群众种植高原夏菜蔚然成风，我
们企业就变成统购统销的平台，把这里的
蔬菜卖往全国各地。”蒋林宝说。

（新华社兰州9月14日电题）

“每颗美食都不被辜负”
——“网红”街宽厚里的节俭探索

新华社记者 张力元 闫祥岭

主粮变成“绿翡翠”
——一个未脱贫县农业产业转型见闻

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