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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匏安纪念学校

获评全国文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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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候
选名单公示结束，全国共495所学
校入选。其中，珠海市杨匏安纪念
学校榜上有名，这也是珠海市唯一
入选学校。杨匏安纪念学校坐落在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纱帽公
山下，以革命烈士杨匏安命名。走
进校园，只见两棵60多岁的塞楝树
郁郁葱葱，杨匏安烈士的雕像矗立
在校园中央。作为杨匏安烈士的母
校，这里的“红色教育”颇具特色。

（来源：文明珠海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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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⑥

□人民日报评论员

图
说
■ 让“日间手术”造福更多患者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
的念头。”在同中外记者见面
时，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

“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
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
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这
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于自身的
清醒判断，也是即将走过百年
的政党面向未来的豪迈宣言。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
有休止符”“把作风建设抓到
底”“关键就在‘常’、‘长’二
字”……过去5年，党的建设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党在革命
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
的强大生机活力”。仅因违反
八项规定精神，5 年间处理的
党员干部就达25.6万人，党风
政风焕然一新。回头再看“打
铁还须自身硬”的誓言，一个结
论更加清晰：正是不断的淬火、
时时的磨砺，提振了党心、唤起
了民心，凝聚起了亿万人民的
磅礴之力，推动了中国的历史
性变革。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南
湖红船到复兴号巨轮，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辉煌成就背
后，是不懈奋斗的顽强意志，是

一以贯之的实践品格。“永远在
路上”“没有完成时”，这是认识
论、方法论，更是精神气质、价
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
申“‘赶考’远未结束”，反复强
调“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
子加油干”，如今又谆谆告诫不
能“喘口气、歇歇脚”，就是要警
示全党，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
拿出驰而不息的精神，守成者
没有前途，奋进者才有未来。

为什么不能喘气歇脚？
因为躺在了功劳簿上、停留在
成绩单里，就丢掉了毛泽东所
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丢掉
了邓小平所说的那么“一股子
气呀、劲呀”。全面从严治党
固然不能“一篙松劲退千寻”，

一切工作又何尝不要“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党的十九大将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
前15年，确立新的第二个百年
目标，这也是为了激励全党，
奋斗无止境，复兴路正长。今
天的中国，可以自豪但不可以
自满，应该自信但决不能自
负，埋下头一锤接着一锤敲，
俯下身一步紧跟一步行，才能
让新时代有新气象，在新征程
有新作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当经济总量达到 80 万
亿元，我们不能忘记，任何数字
都要先除以13亿；当“复兴号”
动车组疾驰如风，我们仍需看

到，还有 4000 多万人要走出贫
困。站立于新的历史方位，孜孜
以求、一鼓作气，就会乘风破浪、
势如破竹；安于现状、消极怠惰，
必将不进则退、错失机遇。面对
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立足

“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我们
尤须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
醒，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
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
开辟明天的道路。任重道远，时
不我待，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我们就一定能书写新时代的辉煌
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⑦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最非凡的成功，不是超越
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最可贵的
坚持，不是久经磨难，而是永葆
初心。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
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
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的话语，既是豪迈的
宣示，也是深沉的鞭策。从 5
年前同中外记者见面谆谆告诫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到这次
语重心长强调“大就要有大的
样子”，始终贯穿不忘初心的情
怀，饱含不负使命的决心。

96年前那个诞生于上海石
库门、党员总数不足60人的新
生政党，已发展壮大为一个拥有
8900多万党员、领导13亿多人

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党。如果
说，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宏伟事
业；那么，让一个党员人数比许
多国家人口数量都多的大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更是世界级
挑战。以世界大党的样子引领
新时代，以世界大国的胸襟奔向
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
励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创造奇迹
的意志，有自我革命的决心。立
志大国大党，以身许党许国，重
任在兹，舍我其谁？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何
谓其大？在斯诺笔下，“坚忍卓
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党的样子是“兴国之光”，是大

抱负。在《共产党人》发刊词
里，“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
党的样子如磐石之坚，是大担
当。进入新时代，5 年全面从
严治党，党的面貌“一年一个
样，五年大变样”，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
动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书写了我们党的
大贡献。“进行伟大斗争，建设
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党的十九大庄严阐
述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
命，展现我们党的大视野。“始
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铿锵誓言见证为人类进
步事业奋斗的大格局。“中国共

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不
变信念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胸怀天下的大境界。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如何
成其大？打铁必须自身硬。“永
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
脊梁”，我们要认真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赋予
的新内涵。“勇于直面问题，敢于
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我
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对全
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要求。面
对党员结构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如何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
深？面对新思想开启的新征程，

怎样才能让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直面这些新课题，我们党才能
经得起风浪考验，始终保持一个大
党的风范，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
心。

“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
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
党”，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殷殷勉
励。我们是大国执政的大党，党的
样子不仅关系党的命运，而且关系
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
命运。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们党也将为迎接下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开启新征程。愿复
兴路上的“强党方略”，为我们锻造
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带领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武海义

做个手术，必须3-4天才
能搞定？NO！记者获悉，省
中医院珠海医院眼科近日已
经开始实施“日间手术”，白内
障患者只要住院一天，就可以
完成整个手术过程，这不仅大
幅度缩短住院时间，也有效降
低了患者的费用。珠海首例

“日间手术”已经完成，患者表
示非常满意。（本报11月13
日05版）

白内障患者在省中医院
珠海医院上午手术，下午就
能回家。在我市顺利完成的
首例“日间手术”表明，该医
疗模式既能加速医院病床周
转，减轻病人住院压力，又能
缩短住院天数，减少患者就
诊开销，无疑是患者的一大
福音，值得推而广之。

事实上，“日间手术”在一
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相当
普遍，比如美国，日间手术已

超过总手术量的80%；英国日
间手术占比也超过 60%。在
国内，也有了不小的进展。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
已有 396 家医疗机构设置日
间手术中心，同比增加近300
家，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的比
例达到 11%。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是国内日间手术的先行
者。自2009年10月正式开展
此项服务，到2016年12月，医
院共完成日间手术近十万台，
日间手术量占全院择期手术
总量约1/4，随访满意度平均
值超过99%，患者住院时间减
少约 80%，住院费用节约约
20%……

“日间手术”既让患者少
掏钱、少遭罪、快出院，也省
却了家属陪伴住宿劳顿，可
谓多、快、好、省，是一种造福
患者、降低医院运营成本、充
分提升医疗效率的多赢医疗
模式，具有良好发展前景。
现在，关键是要通过深化医

改，使之推广开来。展开来
说，一是要尽快完善顶层制
度设计，加强监管。目前国
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的“日
间手术”制度规范，亟待将其
提上医改重要议程，确保制
度到位，监管跟进。二是将

“日间手术”纳入医保报销，
探索按照病种打包付费的报
销方式。按现行政策规定，
患者只有住院才能享受报销
待遇，如果未办理入院手续，
手术是在门诊做的，患者只
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手术及
治疗费用。因此，应让“日间
手术”享受和传统住院手术
同等的医保支付待遇，将“日
间手术”费用尽快纳入医保
报销。三是要尽快建立“日
间手术”行业标准体系，以确
保医疗质量。这就需要医院
对两种渠道投入同等医疗资
源，采取统一标准，让门诊手
术和住院手术的患者得到同
等医疗服务。

□樊树林

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消
息，体育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
知》。通知提出，要严格规范广
场舞健身活动行为，体育部门
要及时化解在广场舞健身活动
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积极引导
场地管理单位制定广场舞健身
活动管理规范，不得在烈士陵
园等庄严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
活动，不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活
动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思
想，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
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
民正常生活。（11月13日中新
网）

广场舞属于广场文化的一
种，作为一种群众参与性很强
的健身娱乐方式，一直方兴未
艾，如火如荼。然而各个城市
的广场舞自推行之后都存在大
大小小的是非，特别是当“中
国大妈”和“广场舞”两个词汇
联合在一起时，更会让很多人
产生不少“负面联想”——高分
贝的噪音扰民也好，和健身的
年轻人抢占地盘也罢，其实都
说明了目前群众性运动场所建
设不足和场地管理引导缺失的
问题。这次体育总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
的通知》中明确扩大增量，建立
和完善广场舞健身活动部门联
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等无
疑就对解决广场舞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许多大的新闻网站在刊发
这条新闻时，将“不得在烈士陵
园等庄严场所跳广场舞”作为
标题进行制作并加以凸显，表
达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烈的
尊重，更是对“不忘初心”的真
切解读。烈士陵园是英烈们长

眠的场所，保持一份安详和肃
穆，应该是一种常态化。然而，
之前有媒体多次报道，不仅平
时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庄严肃穆
场所莺歌燕舞，在中华民族追
思慎远的清明节的日子里，依
然有一些“广场舞大妈”不分场
合“舞姿翩跹”，实在是有点令
人伤心。

一方是松柏森森、肃穆庄
严，一方是“大鸣大放”、乐此不
疲，两幅泾渭分明的画面，无疑
会构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自
然会让很多人心里“隐隐不
安”。历史是需要敬畏的，无数
长眠的英烈更需要安息。尽管
群众具有活动锻炼的权利，但
这不是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
跳广场舞的理由，其中道理无
需多言。

勿忘历史 ，才能走向未
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需
要一种精神的，而这种精神的
主要来源就是立足于过往，牢
记过去的血泪和苦难，继承先
烈们的遗志。《关于进一步规范
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专门
提出“不得在烈士陵园跳广场
舞”，应该是国家层面对类似的
活动“叫停”，对之前工作的纠
偏矫正，这也折射了国家对保
家卫国牺牲的烈士的最大崇
敬，对那段血与火书写的历史
的敬畏！

“不得在烈士陵园跳广场
舞”得到公众的支持认可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要想很好
地化解这样的矛盾，地方政府
还需要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
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在公
共健身场所的建设上进行扩
容，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性娱
乐活动的需求，唯此，广场舞扰
民的现象，特别是打扰烈士的
现象才能得到杜绝。

禁止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
是对历史的敬畏

健康
宫颈癌疫苗
珠海上市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记者13日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广受关注的宫颈癌疫苗已经在珠海上
市，目前有5个医疗机构可以接种。
不过，专家提示：由于病毒种类多，该
疫苗并不等于一张“免癌金牌”，接种
后的女性依然要重视宫颈癌常规筛
查。宫颈癌疫苗，又称为HPV疫苗，
是一种可以预防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感染的疫苗。医学界研究表
明，HPV病毒可以导致子宫颈癌，接
种HPV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发病
率。（来源：珠海特报客户端）

城事
珠海出租车

下月起运价上调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13日上午，珠海市发改局和珠
海市交通运输局联合下发《关于调
整我市出租小汽车运价的通知》，根
据该通知，从12月1日起，不管是
一类出租车（超豪华车）还是二类出
租车（豪华车）相关运价均有上调。
其中，起步运价的价格未变，但起步
计程由原来的3公里缩短为2.5公
里。出租车跳表规则也由现行的
0.60元/次调整为1元/次，时间与
运距同时计算，满1元跳一次。

（来源：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提醒
金湾将开放

烟花爆竹零售点申请

【扫描二维码看更多】

金湾的烟花爆竹零售商注意了，
2018年至2019年烟花爆竹零售点经
营权申请已经开始。记者13日从金
湾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申
请人需递交《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权
申请书》等材料，明确申请经营的具
体村（居）零售点，申请截止时间为今
年11月27日17时30分。金湾区安
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红旗镇拟设
16个零售点；三灶镇拟设12个点，“未
取得许可证前不得从事烟花爆竹零
售”。（来源：珠海特报客户端）

陈海阔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