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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速读◎ 天下 SUDUTIANXIA

（均据新华社电）

●韩正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进一步做好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

●胡春华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 聚焦
突出问题和重点任务精准发力 全面深入推进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

●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我国已有超400家贫困县医院成为二级甲等医院
●深圳海关2018年查证走私“洋垃圾”逾10万吨
●中国内地连续第二年成为新加坡最大旅游客源地
●中老铁路2019年将完成九成已招标桥隧工程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

□新华社记者

有一个人，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
区，自愿到深度贫困地区云南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并主动
将期限从半年申请延长至3年。

有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条件优越的
大都市，如今却背着背篓，行走于悬崖
峭壁间，送医进山达300多次，足迹遍
及丙中洛高山峡谷间的46个村小组，
整整走了4轮。

麻花辫，白大褂，像一缕高原阳光，
传递着清澈、温暖的大爱力量——2019
年春节前夕，记者跟随广东珠海“背篓
医生”管延萍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怒
江两岸木棉花开，随处可见一树树火
红，灿若朝霞……

一个个悬崖，挡不住最热切的守望
贡山县丙中洛镇东临碧罗雪山，

西依高黎贡山，怒江由北向南贯穿全
境，形成两山夹一江的雄奇地貌。这
是怒江最偏远的乡镇，北邻西藏察隅
县。记者从昆明坐车出发，一路颠
簸，拥堵难行，遭遇受困大峡谷、头
顶滚石惊魂等事件，花了整整3天才
赶到这里。

碧汪村位于碧罗雪山腹地，海拔
2000多米，沿途要翻越两座大山。

进村的山路几乎挂在云遮雾绕的
悬崖峭壁上，许多地方是五六十度的
陡坡，沿着骡马踩出来的脚窝窝，手
脚并用才能上去。其中一段路凿在千
仞绝壁上，低矮逼仄，两匹马驮着生
活物资过不去，管延萍和同事帮赶马
人从驮马卸下行李，肩扛手提，吭哧
吭哧走过这段窄路，再将行李重新装
上马背。

今年51岁的管延萍是珠海市金湾
区三灶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医已
有28年。2017年 3月，她作为金湾区
第一批对口帮扶贡山县的驻点医疗卫
生人员，奔赴贡山县丙中洛镇卫生院开
展医疗卫生扶贫工作。

管延萍和同事们穿着白大褂，背着
绿色的竹背篓，一步一步跟在马帮后
面。背篓里装的是心电图机、就诊包等
医疗器械，这些是他们最心疼的宝贝，
不能用马驮，必须自己背进大山。

2017年管延萍从珠海来到丙中洛
镇，在她的培训下，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才学会使用心电图机、B超机等。第一
次送医进山，管延萍用一个大纸箱装上
医疗设备、药品，随行的男同事还帮她
扛着心电图机。从未爬过大山的她，硬
是端着那个大纸箱上了半山腰，手指勒
得发紫，累得嘴唇发乌。

下山回到镇里，管延萍便买了个背
篓。此后，她便背着这个装着诊断仪
器、干粮的大背篓，跋山涉水，上山下
乡。有时候年轻同事还扛B超机上山，
方便她给病人做检查。“背篓医生”的称
呼，从此传响。

前方的一段路，必须贴着陡峭山
壁缓慢挪动，脚下就是深不可测的涧
水，咆哮声震耳欲聋，令人胆战心
惊。走过险路，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连绵陡坡。

大伙儿个个大汗淋漓，50岁的管
延萍腿脚利索，毫不逊于年轻人。她告
诉记者，第一次进山，不到十分钟，就气
喘吁吁，腿脚打颤；两年来上山下乡，她
现在已经习惯攀爬悬崖，就像当地人一
样。

中途歇息时，性格开朗的管延萍带
领年轻的同事唱起了《贡山情歌》，这是
她们上山出诊时加油鼓劲的“保留节
目”：

“贡山的天蓝蓝，
贡山的水绿绿；

贡山小伙帅啰，
贡山姑娘美啰。”
歌声悠扬，在皑皑雪山之间飞

翔……
碧汪村的贫困发生率100%，需要

整体易地搬迁。政府已在山下建好新
村，村民们正陆续搬迁下山。村里目前
还有65名村民，没有完成2018年度家
庭医生签约。

管延萍这次进山的任务，是与这21
户 65名村民签约家庭医生，同时对村
民进行体检。她与一名护士、两名村医
组成一个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村民提
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服务。

从早上8点半出发，一直到下午1
点半，记者和医疗队一起终于到达碧汪
村。

一份份牵挂，传递最温暖的大爱
碧汪村隶属秋那桶村委会，村子坐

落在一个大斜坡上。村民们的木板屋，
见缝插针地散落在巴掌大的平地上。

简单吃过午饭，管延萍与同事在村
里的空地上摆好3张桌子，分别进行家
庭医生签约、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管
延萍守在中间桌子旁，负责体检，秋那
桶村村医李振林坐在旁边，充当翻译。
李振林当了13年村医，懂怒语、汉语、
傈僳语、独龙语和藏语。

村民们闻讯赶来，越聚越多，他们
好奇地看看心电图机、瞧瞧体重秤……
这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较大改观：以前
下乡开展体检，不少村民害怕查出什么
毛病，基本上没人来。

管延萍进村还有一个任务：改变当
地过量饮酒的习俗。为了驱寒祛湿，当
地人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她心疼地发
现，很多村民罹患高血压、肝损伤等，都
与饮酒太多有关。一个20多岁的年轻
人因为喝酒导致血管爆裂，抢救无效去
世，她每次想起就流泪。

“酒不能那么拼命喝啊！”记者听见
管延萍劝告一名61岁的怒族老人。老
人每天要喝10斤自家酿的苞谷酒，导
致血压较高，经常感到头疼头晕。

“每天喝酒不能超过2两！”这是管
延萍对村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整个下午，管延萍的身子就像粘在
板凳上，没有起来过，整整6个多小时，

没有喝一口水，没有上一次厕所。不知
不觉，天已经放黑，寒风袭人。室外没
有路灯，村民们自发地围上来打开手电
筒，点点灯光刺破黑暗，照亮碧罗雪山
深处的夜诊现场。

夜已深沉，陡坡下一位偏瘫老人还
没做体检，管延萍和同事决定当晚留
宿，第二天直接上门检查。在村民简陋
的木屋里，借着昏暗的灯光，管延萍一
行人泡自带的方便面当晚餐。

深夜临睡前，管延萍绷得紧紧的神
经才松弛下来，以前因车祸严重受损的
脊椎部位开始隐隐作痛……

管延萍心疼大峡谷的群众。按照
规定，到怒江扶贫只需半年，但她主动
申请延长至3年，因为“这里生存条件
太恶劣，群众太需要帮助了！”

为了扶贫怒江，她舍弃了很多：
年近 80 岁的母亲罹患糖尿病、高血
压，她无法侍奉；儿子单独生活，无人
照顾……在怒江，还有许多来自珠海的
扶贫干部像管延萍一样，主动申请延
期，为了这片土地的全面小康。

一点点火红，勾勒春天最壮丽的
灿烂

小查腊村是丙中洛镇唯一的独龙
族寨子，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之
巅，四周雪山环绕。

1月13日，管延萍和同事带着特意
网购的床垫、被子和新衣服，再次来到
小查腊村，看望严重精神病患者学罗
军。

推开木板门，屋子中央的火塘烧得
正旺，学罗军穿着衣服躺在靠里侧的床
上，听见有人进屋，下意识地坐了起来，
抬头看见“老朋友”管延萍，咧开嘴直
乐。学罗军的母亲打基告诉我们，听说
管医生要来，儿子一反常态，一大早就
起床等候。

“比上次更干净了，头发也理了，好
棒！”看到学罗军换上新衣服，管延萍牵
着他的手来到户外。阳光灿烂，远处的
雪山清晰可见，管延萍耐心地为学罗军
剪指甲、洗头发。由于长期卧床，学罗
军的后脑和脖子上长了很多湿疹。管
延萍轻轻地用酒精擦拭有点红肿溃烂
的部位，再小心涂上药膏。

看见儿子收拾干净换上新衣服，坐

在政府给自家免费修建的新房前空地
上，阳光打在脸上，显得格外精神，
70多岁的打基老人高兴得眼眶有点湿
润。

管延萍回忆起初见学罗军时的场
景：封闭在这间黑木屋里两年多，吃喝
拉撒都在里面，蓬头垢面，害怕与外人
接触，始终蹲在地上来回挪动。她想摸
摸他的手，给他做个简单体检，根本无
法靠近，经过半个多小时尝试交流，始
终没能成功。

学罗军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丙中洛
镇有39人，管延萍全部去看过，类似的
奇迹也在接踵发生。

“精神病人其实心里什么都懂，他
们需要的是心理康复。作为医生，你只
要给他生活的希望，他就有活下去的信
心。”管延萍说。

丙中洛村斯尼当小组的阿恰今年
51岁，中风偏瘫患者。第一次，管延萍
去她家给她体检看病，不厌其烦地讲解
注意事项，阿恰从此记住了管延萍。

下一次，管延萍再到村子，住在坎
桶村子女家的阿恰得知消息，特地拄着
拐杖、拖着身躯前来看她。两个村子之
间是崎岖的山路，正常人走都要半个小
时。见了阿恰，管延萍又惊喜又感动：

“真不知她一个人走了多久才到达这
里。”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丙中洛镇4
个行政村46个村民小组，很多人都认
识这个扎麻花辫、背着背篓上山下乡、
走村串户的扶贫医生。

在对口怒江州扶贫协作的战场上，
管延萍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近两年来，广东珠海市共派出医务
人员104人，到怒江州、县（市）、乡镇医
院支医，诊治群众2万多人次，推广新
技术70项，开创了全州首例妇科腹腔
镜手术、首例冠脉造影手术、首例心脏
支架植入术等众多“怒江首例”。

在灿如朝霞的木棉花下，我们和管
延萍依依道别。汽车渐行渐远，那个身
影逐渐模糊，最后化为一点火红。

春天正在来临……
（记者 刘大江 刘宏宇 毛鑫

赵珮然）
（新华社昆明2月13日电）

大峡谷里的“背篓医生”

在云南怒江贡山县丙中洛镇小查腊村，管延萍（左）为村民学罗军洗头。 新华社记者 张加扬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
于文静 董峻）2019年，我国将深入
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增加紧缺产品供
给。种植结构调整重点是巩固玉米调
整成果，适当调减低质低效区、地下水
超采区水稻和小麦面积，扩大大豆和
油料生产。

这是记者 13日从全国春季田管
暨春耕备耕工作视频会议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表
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巩固发展
农业农村好形势，特别是稳定粮食生
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特
殊重要意义。要把稳住粮食生产作为
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确保
粮食产量稳定在2018年水平，要坚定
不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春播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头、占
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近50%，也是
安排作物茬口、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
节点。

韩长赋表示，要继续优化“镰刀
弯”等玉米非优势区作物结构，把立
地条件差、产量低而不稳的玉米减下
来，把玉米生产功能区、优势区的产
量提上去，实现供给总体稳定。要加
大三江平原地下水超采区井灌稻调减
力度。启动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东北
地区要利用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轮
作补助等手段，调动农民扩种大豆积
极性。黄淮海地区要鼓励推行麦豆两
熟轮作模式。西南地区要因地制宜推
广玉米大豆间套作，发展优质食用大
豆。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要聚焦重
点，打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这场硬
仗。抓住气温回升的有利时机，搞好
肥水管理，突出抓好防旱防寒，促进苗
情转化升级。大力推行专业化统防统
治，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和先进施药技
术。做好农资储备和调剂调运，开展
春季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动，保障春
耕备耕期间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

我国将深入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增加紧缺产品供给

新华社华盛顿2月12日电 （记
者 熊茂伶 高攀）据美国财政部12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1日，美国公共
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2.01万亿美
元。

关注美国财政问题的彼得·彼得森
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过去11个月美国政
府增加了1万亿美元债务，公共债务迅
速突破22万亿美元大关，表明美国财政
状况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在加速恶化。

彼得森表示，万亿美元量级的债
务增长会导致高昂的利息成本，这将
给经济带来压力，使政府难以为未来
的重要投资项目提供资金。目前美国
政府平均每天要支付10亿美元债务
利息，未来10年需支付的债务利息将
达到约7万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减

税政策和增加政府支出举措导致美国
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迅速增加。数据
显示，在去年9月30日结束的2018财
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
7790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新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上月发布报
告估计，从2022年起，联邦政府财政
赤字每年都将超过1万亿美元。持续
的巨额财政赤字将推动公共债务稳步
增长，预计到2029年，美国公共债务
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到2049年
该比例将进一步升至约150%。

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美国政府债
台高筑这一严重隐患。美联储前主席
格林斯潘去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美国政府在解决赤字和债务问
题方面“说了很多，但缺乏实际行
动”。他警告，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可
能会引发下一轮美国经济衰退。

美国公共债务
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
任峰）北京13日发布《加快新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打造新时代首都
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2019 年—
2021年）》，力争到2035年左右，把新首
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成具有全球示
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洪
继元介绍，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位于
长安街西延长线两侧，是在首钢搬迁停产基
础上，为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划定的高端产业
综合服务区，总面积为22.3平方公里。

行动计划将打造城市复兴新地标与冬
奥会筹办、老工业区有机更新、绿色高端发
展紧密结合，坚持减量发展，严控建设规模
和人口规模，推广绿色智能新技术，培育创
新发展新动能，挖掘文化发展新内涵，努力
实现多约束条件下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文化
复兴、产业复兴、生态复兴、活力复兴。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1年，北京将以
服务保障冬奥会为契机，高质量完成首钢
北区、东南区建设任务，力争南区开发的
基础性工作全部完成，带动区域环境面
貌、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
市复兴新地标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到
2035年左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
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北京发布新首钢3年行动计划

打造新时代
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新华社开罗2月12日电 （记者
郑思远 何仁亿）中国新华文轩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2日在埃及开罗
与埃及舒鲁克出版集团签订了《三星
堆——文明的侧脸》等12部中国图书
的阿拉伯语版权协议，签约仪式在开
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在签约仪
式上说，此次签约将促进中埃关系进
一步发展。宋爱国还向与会嘉宾介绍

新华文轩所在地四川省的发展情况，
欢迎他们去四川参观。

埃及国家出版总局局长黑萨姆表
示，埃中文化合作已取得很大成果，许
多中文书籍被翻译成阿文，不少阿文
书籍也被推广至中国。这次签约仪式
对两国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签约仪式后，新华文轩向开罗大
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捐赠图书，方便
埃及学者与青年人进一步了解中国。

中埃两国企业签署12部
中国图书阿语版权协议

2月13日，旅客在安徽合肥南站准备乘车。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九，民间有“三
六九，往外走”的习俗，各地铁路运输迎来节后新一轮客流潮。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多地迎来节后新一轮客流潮

游客在天山天池景区体验冰上娱乐项目。各地张灯结彩，处处欢声笑语，地处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各族群众，新春佳节
期间，耍社火、逛庙会、看演出、玩冰雪，载歌载舞，在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中热热闹闹过大年。 新华社发

浓浓年味涌天山 “大美新疆”俏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