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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丽）近年
来，郫都区红光镇卫生院在区卫生健
康局党委和纪委领导下，以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主线，围绕“服务
群众健康”中心工作，通过“不作为慢
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治理
活动，着力加强医院制度建设和监督
执纪问责机制,不断强化医院党风政
风行风建设，使医院业务水平和服务
水平显著提高，有效提升辖区群众认
同度和获得感。医院连续两年荣获郫
都区卫生健康系统“综合目标考核先
进工作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
位”。今年5月，荣获成都党建引领基
层卫生健康服务示范单位殊荣。

树牢党建引领旗帜
深化干部队伍建设
医院坚持以“三问三亮三带头”、

“宗旨铸医魂·健康惠万家”等活动载
体，以三会一课、固定党日、专题培训
等方式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通过
重温入党誓词、警示教育及具体案例
分享、廉政党课等方式，常抓思想建设
不放松，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
养和道德修养。同时，医院通过中层
干部及重点岗位人员集体廉政谈话、
药械供应商集体廉政约谈等方式，“抓
少数关键”，做好院部提醒、督促、纠正
工作，强化党员干部规矩意识和边界
意识。

今年，医院将继续通过“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不断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以“党建引领，以带促建”引导

和带领职工为促进辖区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建功立业，切实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医院又好又
快发展。

落实班子主体责任
强化日常监督机制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

程，日常监督是关键，必须将“未病先
防”思想运用于廉政建设中，才能更好
的防控风险。医院坚持“一岗双责”工
作机制，强化院科两级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通过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规范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风险点
梳理防控等，重点从制度和流程上约
束和完善，通过不定期抽查监督，推动

科室履行职责，强化医院党风廉政防
范监督。特别是深入推进“大数据+”
监督机制，通过“三医”监管平台数据
分析，实施药品用量和金额动态监测，
加强对医疗行为监管力度，预防医药
领域可能出现的不正之风。

“医院始终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坚
持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制度，
从教育、监督、考核等方面严格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黄
长春院长表示，医院严格责任落实机
制，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细落实，领导
班子及成员研究并梳理制定主体责任
清单，院科两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分解
年度工作任务，各科室及相关人员主
动认领并明确完成时限，切实把医院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当成分
内事来抓，取得了显著成效。

坚持从严治党 促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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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安、
乐山、内江、泸州、宜宾、自贡、巴中、广元、广
安、南充、德阳、绵阳、资阳、眉山、达州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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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晚，费玉清告别演唱会将
在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举行；

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
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举行；

7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芭蕾国家
剧院儿童版《天鹅湖》将在绵阳绵州大剧
院演出；

7月18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剧《恋爱
吧！人类》；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
斗法》；

7月27日至28日，圣彼得堡国立儿
童芭蕾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演出《天
鹅湖》；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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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
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
法，品德高尚，甘于
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
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
岗位上取得突出成
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
APP的爆料平台，推荐
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
与此同时，也可以在
封面新闻微博、微信
等平台的相关稿件
下方留言，欢迎向我
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
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
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丘陵起伏，杂草丛生，两座高坡之
间有成片农田静卧。日前，“记者再走
长征路”采访团来到广东省南雄市乌
迳镇新田村，站在坡上，仿佛看到当年
红军突破封锁、激烈战斗的场面。

“在这里，红军在长征途中打了入
粤的第一仗。”广东省南雄市史志办原
副主任李君祥说。

1934年10月26日，红一军团抵
达南雄市乌迳镇。蒋介石急令广东军
阀陈济棠派兵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
迳、新田、锦陂等地设置障碍，企图阻
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

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
碍，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红

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
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李君祥说，若不消灭掉这部分敌
人，后续通过的红军队伍会不断受到
附近敌军的骚扰袭击，对红军迅速通
过粤北的既定目标造成威胁。

接到命令后，160多人的侦察连
分三路向目的地紧急进发。这支部队
军政素质高，八成以上是党团员，装备
也比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
步枪、短枪四个排。

彼时，敌人尚在构筑工事，准备迎
击红军，却不料红军有如天降，仓促应
战中，被红军几轮冲锋便打得仓皇而
逃。

“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个胜仗，不
仅提升了军队的士气，也保证了红一
军团和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
梅岭山麓向西前进。”李君祥说。

91岁的新田村村民李梅德对当年
红军获胜的往事仍记忆犹新。在村口
的一棵巨大古树下，李梅德对记者说，
当年战斗打响时，自己才6岁，但记得
红军进村就住在祠堂里，不进百姓家

中，怕损坏百姓的东西，也不想过多打
扰百姓。

“那时红军的生活是真苦啊。他
们从江西带来的粮食都坏了，还继续
吃，也不吃老百姓家的粮。”李梅德说，
红军还买来猪肉，给村民发了五大箩
筐。

弧形房檐，青砖石刻，自西晋建村
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新田村散
布着数十座祠堂。有的民居墙上仍有
红军留下的标语，其中，“焚烧地契借
约”字样清晰可见。

“红军来了，就宣传‘打土豪、分田
地’。”李梅德说，红军对老百姓好，老
百姓也都感激红军，有人帮助红军抬
担架、送伤员，更有不少年轻人还参加
了红军。

尽管红军队伍在此驻留时间不
长，没能对当地土豪劣绅进行彻底打
击，也没能有效开展土地革命，但红军
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还是给当地民
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粤北播撒下
了革命的火种。

“鱼儿离水活不成，咱离开老百姓

就不能打胜仗，老百姓爱护咱如同爱
儿郎，咱爱护老百姓如同爱爹娘。”说
到动情处，李梅德唱起了仅记得的几
句歌词。

他说，红军队伍要离开村子时，老
百姓不舍得，都到村口的桥头去送，端
上了茶水和土特产。红军战士也是含
着泪说，不要送啦，不要送啦，你们快
回去吧。

据李梅德回忆，红军走后，国民党
军反扑回来，杀害了不少曾帮助红军
的村民，也杀了不少游击队员的亲属。

红军的英勇善战、军民的鱼水情
深、国民党军的残酷压迫……都在李
梅德的心里播下了种子。1949年 9
月，李梅德参加了解放军。在解放云
南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架设的两
挺重机枪，为了让后面的队伍顺利通
过，李梅德所在的步枪班毅然冲锋，伤
亡惨重，仅有五人幸存。

“我们应该珍惜今天得来不易的
好日子。”历经战争生死考验的李梅德
说。

据新华社

西进，西进
——访红军长征入粤首胜地新田

青年二胡演奏者张彤彤：

获金钟奖选拔赛银奖
让古老乐器闪烁现代光芒

超级大乐透第 19072 期全国销售
269398842 元。开奖号码：02、04、06、
09、18、07、10，一等奖基本1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81注，
单注奖金481312元，追加30注，单注奖
金385049元。三等奖322注，单注奖金
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
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
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4390457898.5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68 期 全 国 销 售
15658926元。开奖号码：703。直选全
国中奖 2045（四川 112）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
国中奖4524（四川256）注，单注奖金173
元。18314385.4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68 期 全 国 销 售
10440916元。开奖号码：70329。一等
奖 2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71860290.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2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张彤彤

二胡，我国传统民族器乐之一，
它凭借独特的音色表现力和动人的
旋律性，深受世人喜爱。6 月 21 日
夏至之夜，成都平凡人演唱会“民乐
也疯狂”专场，二胡演奏者张彤彤和
搭档合作的一首《神经病之歌》，引
爆全场。这是张彤彤学民乐以来第
一次接触不一样的“疯狂”，她没有
循规蹈矩地按照传统技法演奏，而
是让手中的二胡一改往日的“萧
瑟”，让这门古老的乐器变得狂野，
闪着现代光芒。

五岁初学天赋异禀

张彤彤出身音乐世家，是听着
民乐长大的。5岁起，她就跟随父
亲、国家一级演奏员张智军学习二
胡。视唱、听音、拉弓、按弦……学
二胡不易，但到了她这里，却浑然天
成。“我小时候对乐器没有任何概
念，爸爸放到我手里，我就开始拉。”

从小看着父亲演奏，耳濡目染，
张彤彤觉得，拉二胡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没有任何畏难情绪。“可能还
是有些天赋吧，学琴进度比同龄小
孩快一些。”小时候，她喜欢拉技巧
性乐曲，“拉的曲子越快、越有技术
难度，我越喜欢。我会主动去摸一
些移植练习曲，然后让家人当我的
观众。”她学会的第一首比较有难度
的曲目是《霍拉舞曲》，“当时我只有
八九岁，当完整地演奏下来之后，成
就感爆棚。”张彤彤说。

初中时，张彤彤练琴就像“开了
挂”，每天七八个小时地练，不知疲
倦。她的勤奋得到了回报：13岁获
得甘肃青春中国艺术比赛金奖、甘
肃省中学生才艺大赛一等奖；15岁
获得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大赛甘肃赛
区金奖，全国赛区银奖；获中国青少
年艺术新人选拨大赛甘肃赛区一等
奖。“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真的很感
谢那段时间的努力。”张彤彤回忆。

刻苦练琴入围金钟奖

2013年，张彤彤考进四川音乐
学院民乐系。不同于一般人进入大

学后的“放养”状态，她始终严于律
己，刻苦练习。甚至刚进入大学时，
她会因为没有“抢”到琴房而沮丧。

“只要有琴房，我就练一天。”功夫不
负有心人，大一的张彤彤取得了民
乐系专业第一的好成绩，入选四川
音乐学院民乐系本科“尖子生”计
划。 经过不懈努力，在本科二年级
成功考入了川音“悦鸣”室内乐团，
现为“悦鸣·八音”职业乐团签约乐
手。

这5年来，张彤彤随团参演多
场音乐会；2017年参加全国民族室
内乐研讨会暨民族室内乐展演；随
成都民族乐团参演“蓉城之秋”国际
音乐季开幕式演出；同墨尔本多位
艺术家参与当代艺术节优秀剧目《8
和9之间》；2018年参与著名歌手周
深《念》、刘思涵《往》等歌曲的二胡
声部录制。

演出越多，积累越多，经验越丰
富。2019年第十二届金钟奖四川
音乐学院选拔赛上，张彤彤被选为
四川音乐学院唯一进入复赛的选
手，并荣获四川省金钟奖选拔赛银
奖。今年10月底，她将与全国各地

的高手们同台竞技。

探索推广传承与创新

张彤彤擅长演奏《阿曼尼莎协
奏曲》《第二二胡狂想曲》《卡门主题
随想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等曲目，当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
业于川音本科的她，现为川音2017
级艺术硕士研究生，师从梁云江教
授。

作为“90后”民乐人，张彤彤一
直在探索民乐新形式。这次的“民
乐也疯狂”音乐会专场演出，她和小
伙伴们一起，通过不同的表演形式，
让观众重新认识了民乐。

张彤彤的“新”难免会与“60
后”的父亲产生很多观念冲突，“爸
爸在给我上课时，我们经常讨论不
同的音乐处理，甚至有时发生争
执。直到大三，我才意识到，父亲在
传统曲目中的演奏技法是多么宝
贵。”这也给了张彤彤启发：把父亲
的传统技法跟自己的现代想法相结
合，再融入到作品的演绎中，也许会
散发新的魅力。

接下来，张彤彤将以青年人的
担当探索二胡的新发展。“当别人提
到二胡就只想到《二泉映月》《赛
马》，这让我觉得很遗憾。其实二胡
有很多好听的曲目，我想通过各种
形式与途径，演奏一些让大家眼前
一亮的作品，让更多人认识二胡的

‘新’，让古老的乐器闪烁现代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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