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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你不能再去了，我担心得很！”这
两天，80多岁的老母亲一直在张双菊
耳边念叨，她担心女儿头脑一热，又报
名参加援巴布亚新几内亚医疗队。事
实上，此前张双菊已经援外3次了。前
两次是援巴新，第三次是援巴巴多斯。
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6版以《中国—
太平洋岛国医疗合作谱写友谊佳话》为
题对援外医疗队进行了报道，为他们的
工作点赞。

第一次援外
首批援南太地区医疗队队员

张双菊今年55岁，11月20日上午
11点多，她已经上了3台手术。作为麻
醉科医生，她丝毫不敢松懈。

2002年，当国家委派重庆市组建
医疗队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消息传出
后，大家议论纷纷——听说那里苦得
很，一去就是两年，对自身发展影响不
知有多大……不惧困难，张双菊第一个
报了名。她与9名队员组成第一批由
重庆组建的中国援南太地区医疗队，飞
赴巴新。

2002年 11月 13日，到巴新第一
天，上班的专车是加固的，玻璃窗有一
层铁丝网，是为了防护随时可能发生的
意外。车内，张双菊脱下白大褂迅速撑
开，悬挂在车窗处。这样既可以遮掩视
线，也因白大褂是无阻的“通行证”。面
对当地复杂的治安状况，这已是巴新政
府最好的礼遇。

“我肩负祖国使命，必须勇敢！必
须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保卫队友！”张
双菊一再鼓励自己。抵达莫尔兹比港
总医院时，虽然还未到上班时间，等候
室里已排满了等候手术的患者。

24岁的年轻孕妇马娅是一位突然
昏迷、半身瘫痪的女子。张双菊和队友
们果断地接诊了马娅，确定麻醉方案。
手术时，张双菊每隔5分钟就记录一次
血压，随时注意手术台上的情况，有无出
血、出血量的多少、组织器官的氧供需是
否平衡……虽受莫港总院条件所限，但
张双菊凭借在国内经历的上万例次血气
分析积累的经验，游刃有余地盲调着呼
吸参数。手术结束时，已是下午两点。

简单午餐，没有午休，张双菊便匆
匆赶向了另一台手术。随后的两年里，
她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度过。

二进巴新
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2010年11月，张双菊选择二进巴

新，随第五批中国（重庆）援外医疗队，
继续两年的“全封闭”生活。

“在巴新，我们几乎不在宿舍，就
一定在医院诊治病人。”张双菊说。
2011年 2月 1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下
午，张双菊突然接到紧急求援电话，一
名华人青年因切割的玻璃突然断裂，
切入左前臂，伤势严重。伤者大量失
血，已出现休克前驱症状。在巴新救
治这样的伤员，对麻醉技术是极大挑
战。术中，张双菊等中国医生对患者
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港总医
院在场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几名护士
翻遍全院，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找到了术后必需药品。手术从下午2
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近11点才结束，
患者成功获救。

在巴新，麻醉科日均六七十台手术
是常有之事。“我们每天基本都看不到
太阳，但是每一场手术的成功，都是温
暖心里的阳光。”张双菊说道。

第三次援外
先坐“冷板凳”后为座上宾

2016年12月12日，张双菊再次出
发，医疗援助巴巴多斯半年。这也是中
国首次医疗援助巴巴多斯。

初到这里，医疗队就坐了“冷板
凳”。当地最好的医院——伊丽莎白女
王医院怀疑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技术，提

出医疗队需3个月后才能开展手术。
“不能等！”张双菊用休息、病例讨论等
时间展现中国实力，努力“拉活”。空闲
时，张双菊还给当地医生讲课，普及中
国医学。很快，中国医疗队得到伊丽莎
白女王医院的认可，3个月的禁令被提
前解除。

2016年 12月 26日，张双菊助力
开展了在巴巴多斯的第一例手术——
腰后路减压内固定术。2017 年 5月
29日，在张双菊协助队友，成功完成
巴巴多斯医疗史上的第一例颈椎肿瘤
手术……

3次援外，张双菊完成了6000多例
手术麻醉，实现零差错事故，让中国医
疗队收获满满赞誉。

3次援外 她完成手术麻醉6000多例
人民日报为她和援外医疗队点赞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1 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
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
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文化旅游委等7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重庆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就如
何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提出建议和要
求。

据了解，2017年我市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结果抽样显示，小学段学生
近视检出率为33.46%，初中段学生近
视检出率为63.21%，高中段学生近视
检出率为78.59%。“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需要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
庭、学生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市教委相
关负责人称，0—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
的关键期，家长应当尤其重视孩子早期
视力保护与健康，及时预防和控制近视
的发生与发展。

《方案》提出，学校要减轻学生课业
负担，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
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
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不得超过90分
钟，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坚决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

次数，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1
次，其他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2次。严
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
和排名；严禁以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学
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入
学依据；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考试选拔
学生。

《方案》还要求，学校须为学生提供
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中小学
校教室采光和照明要严格执行《中小学
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中小学
校要严格组织全体学生每天上下午各
做1次眼保健操。严格落实国家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确保小学一二年级每
周4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
时，高中每周2课时。中小学校每天安
排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此外，《方
案》规定，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
进行统一保管；严禁幼儿园进行“小学
化”教学等。

该《方案》还对医疗卫生机构、学生
本身，以及相关机构提出了要求，例如，
要求建立学生视力档案等。《方案》还指
出，各区县政府负责本地区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主要负责人要亲

自抓，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
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
效考核，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
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
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区
县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从
2019年起，每年开展各区县政府儿童
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结果向
社会公布。

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市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
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
发区县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到
2030年，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新发近
视率明显下降，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
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
右，小学生近视率控制在36％以下，
初中生近视率控制在 60％以下，高
中生近视率控制在 70％以下，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25％
以上。

减轻课业负担 禁止公布考试排名 加强用眼卫生管理

重庆7部门联合助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11月 9日，动漫《我是江小白》第
二季，在国内几大主要视频网站上
线。动漫中尽是全国网民都熟悉的重
庆城市景观。以重庆独有的山城景观
为底色展开叙事，是这部系列动漫一
直以来的特色。去年同日的开播《我
是江小白》第一季，就把黄桷坪川美涂
鸦街道、江津聚奎中学、李子坝轻轨站

大楼、洪崖洞、磁器口等重庆元素，统
统“收入囊中”。动漫第一季上线后，
播放总量超过 3 亿次。除了线上展
示，《我是江小白》剧组还通过线下活
动推介重庆。前不久，全国有20名动
漫粉丝来重庆，见证动漫中的“二次
元”世界。

《我是江小白》的出品方，是重庆本
土白酒生产企业——江小白。为了开
拓更大市场，江小白反复强调自己的

“重庆根”。“没有文化根基的产品或企
业，都是走不远的，而地域文化是最有
群众基础、最有推动力的品牌价值母
体”，江小白创始人陶石泉认为，立足于

丰厚的重庆城市文化，推动自身的品牌
建设，可让企业“致广大”。

江小白所仰仗和截取的重庆地方
文化是酒。巴人善酿酒，可追溯至先
秦。《后汉书》记载，先秦王朝曾与巴人
订下互不侵犯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
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北魏郦道元
著《水经注》中也有“巴人善酿，郡出名
酒”的记载。

江津白沙镇，是重庆酒文化的主要
承载地，清末酿酒槽坊超过300家，所
产高粱酒行销全国。《江津县志》记载，

“明嘉靖年间，江津白沙酿酒业已大
成”，并称“江津产酒甲于省，白沙烧酒

甲于津”。
1934年，白沙镇突发重大火灾，糟

坊街被烧为灰烬。不过在陶石泉看来，
烧掉的是酒坊，烧不掉的是酒文化。重
庆的酒文化乃至整个巴渝文化，完全能
够助力白酒产业。陶石泉在白沙镇创
立江小白，依赖的就是重庆的自然禀赋
和人文历史。

强调自己的文化根，以地方文化为
自己的产品加持，使江小白成为年轻人
喜爱的中国酒品牌，远销海内外26个
国家。截至2018年10月，这个重庆本
土的白酒品牌，已累计在国际大型赛事
中获得36项金银奖。

江小白为啥要强调自己的“重庆根”？
本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
20日，第六届红岩文学奖颁奖仪
式暨“红岩·全国作家笔会”在重庆
举行。包括《重庆之眼》作者范稳、
散文家格致在内的40余名著名
作家齐聚重庆，就“新时代现实题
材的丰富与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
探讨。

据了解，此次红岩文学奖主要
从2016年第一期至2017年第六
期在《红岩》发表的作品进行评
选。其中，曹寇的《母亲》和赵卡的
《从细处崩断的绳子》分获中篇小
说奖和短篇小说奖。本土诗人宋
炜凭借《宋炜诗集》拿到了“中国诗
歌奖”。

在随后举行的“红岩·全国作

家笔会”中，多位作家还围绕“新时
代现实题材的丰富与创新”这一主
题发表看法。“真实的生活永远大
于作者的想象，作家要想写出好的
现实主义作品，需不断改变自己的
文风，写出读者喜爱的作品。”范稳
表示，以生活为师，作家才能写出
震撼人心的作品。赵卡谈到获奖
作品时透露，虽然他已尽量用平
实的笔触去讲故事，但依然觉得
没能真实反映他们的生活。与会
作家还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并没
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小众。
90后甚至00后作家的作品，创作
来源依然是现实生活，不过他们
的表述方式和叙事载体已发生了
很大变化。

第六届红岩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40余名知名作家在渝共话创作理念

“写它不提它，确实就是它。”
歌曲《蓝天下》由子敬作词，王沛作
曲，歌手汤非和喻越越共同演唱，
将脱贫攻坚诗意化，表达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据了解，《蓝天下》整首歌曲通
篇没有提及“脱贫”二字。词作者通
过使用“春雨”“土壤”“溪水”“河流”

等意象，避开“脱贫”字样，却将脱贫
攻坚带来的美好生活蕴含其中。

词作者子敬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在创作过程中不拘泥于脱
贫攻坚的具体理念、措施，而是把
诸种理念和措施熔铸于艺术的想
象和表达中，这样听众就会品咂出
更丰富的意蕴。

《蓝天下》诗意表达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王丽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
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博纳影
业集团获悉，根据川航重庆籍英雄
机长刘传健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
《中国机长》目前已进入拍摄前筹
备阶段，将择日开机。

据了解，《中国机长》改编自今
年5月14日，重庆籍机长刘传健
在驾驶四川航空3U8633航班从
重庆江北机场起飞前往拉萨的过
程的真实险情。这次34分钟的全

手动备降过程，被称为是中国民航
史上的一次“史诗级”飞行，刘传健
也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
号，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
航英雄机组”的荣誉。

据了解，今年8月，根据刘传
健这段经历改编的电影《重庆机
长》正式立项。在前期曝光的演职
名单中，著名导演刘伟强将担任本
片导演。机长刘传健将由著名演
员张涵予出演。

根据川航重庆籍英雄机长事迹改编

电影《中国机长》将再现惊险备降

第六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系列报道⑥

1.要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的
时间，引导孩子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2.要控制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
间，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
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
小时。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的
时间应越短。

3.要减轻学生课外学习负担，不要
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应根据
孩子兴趣爱好合理选择，避免学校减

负、家庭增负。

4.要引导孩子读写连续用眼时间
不宜超过40分钟。

5.要保障孩子睡眠和营养，确保小
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初中生9个
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让孩子多吃鱼
类、水果、绿色蔬菜等有益于视力健康
的营养膳食。

6.要遵从医嘱进行科学的干预和
近视矫治。

保护孩子视力做到“六要”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张双菊（前）在巴巴多斯伊丽莎白
女王医院与带教学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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