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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好春光浴 2021 年清明假期袁人山人
海尧热闹非凡的旅游盛景又回来了遥经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袁4 月 3 日要5 日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 1.02 亿人次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 144.6%袁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94.5%遥 3 天
小长假期间袁 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 9036 亿
元袁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6%袁重点在线旅行
社平台的银联移动交易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131%袁金额提升 125%遥

这样红红火火的假日经济成绩单袁 是在
满足国内疫情防控需要尧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
十分严峻等不利条件下取得的袁 彰显了中国
经济在风雨洗礼下的强大韧性和无限潜能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袁 中国经济不仅
有野大块头冶袁也具有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的超
强野免疫力冶遥14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尧4 亿多中
等收入群体的巨大购买力袁 既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可靠保障和有力引擎袁 也为世界经济提
供了增长之源尧活力之源遥正如国际经济观察
家所言 袁野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袁就业
市场保持稳定袁将为内需增长提供更多支撑袁
推动消费快速增长袁 这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冶

小长假折射出的大潜能袁 让我们更加懂
得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重大意义遥 回望
疫情冲击下的 2020 年袁中国市场不仅经受住
严峻考验袁而且消费升级蹄疾步稳袁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逆势增长 14.8%袁 快递业务量同
比增长 31.2%袁 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
络零售国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遥随着
税费负担减轻尧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尧消费
环境更加优化袁居民消费意愿更强烈袁网络购
物尧远程办公尧在线教育尧互联网诊疗等新型
消费业态模式加速涌现袁旅游尧文化尧教育等
服务消费领域和创新型产品消费正在释放出
巨大潜力遥 只要我们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袁就能把中国经济的无
限潜能充分释放出来遥

小长假折射出的大潜能袁更增加了我们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紧迫感遥 不能忽视的是袁当前消费领域仍有不少
循环野堵点冶院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变化袁在一定程度上暴
露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不足和短板袁野芯片荒冶等现象出
现袁说明供给难以满足消费需求袁也凸显了提高自主供给
能力的紧迫性遥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袁就要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袁打通经济循环堵点袁贯通生产尧分配尧流通尧消费各环
节袁以创新驱动尧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袁形成需求
牵引供给尧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遥

4 月 6 日袁全国野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冶要要要河背街社区干部正在为居民办理业务遥 近
年来袁该社区在便民服务厅开设民政优抚尧医保社保尧卫生健康尧退役军人事务站等多个
服务窗口袁为群众办事提供野一站服务冶袁同时推行 3Q 便民服务体系袁实现野全员参与尧
全程通办尧全网覆盖冶袁打通便民服务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自 2011 年以来袁瑞金市人民医院与
北京朝阳医院在现代医院管理尧 医疗技
术尧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袁逐步
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对口帮扶关系遥 2015
年袁国家卫计委正式发文袁指定北京朝阳
医院对口支援瑞金市人民医院袁 截至
2020 年 12 月袁 北京朝阳医院共派出七
批医疗队专家驻点帮扶瑞金市人民医
院袁 着力帮助引进或开展新技术尧 新项
目袁悉心培养年轻医师队伍袁倾力帮扶临
床科室学科建设袁 有效提升了医院的综
合诊疗水平遥

传道授业袁倾囊相授
帮扶专家进行驻点帮扶袁 都怀揣着

进一步提高医院技术水平的使命过来袁
责任心强袁 多位帮扶专家来就全身心沉
到临床一线袁大显身手遥

2020 年 11 月 17 日袁 瑞金市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刘永生团队在北京朝阳
医院孙昊教授的带领下袁 成功开展了我
市第一台冠状动脉内膜旋磨术曰 今年 1
月 19 日袁瑞金市人民医院外二科医师团
队在北京朝阳医院专家蒋宇光教授指
导下成功开展了我市第一例复杂性肾尧
输尿管上段结石经尿道尧 输尿管软镜碎
石取石术噎噎多种新技术连续取得了成

功突破袁 突破的结果是医院年轻医师的
实操能力在帮扶专家手把手指导下的
野实战化冶当中得到了锤炼和提升遥

新技术要突破袁已有的技术要升级遥
在帮扶专家的带领下袁 医院成功开展了
内镜下胃肠道粘膜切除术尧内镜下止血袁
高难度消化道异物取出等内镜治疗技
术袁 顺利实施了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
性病变手术等技术袁 提升了医院消化内
科尧心血管内科尧介入导管室的手术治疗
水平遥

在野实战冶中传尧帮尧带的同时袁帮扶
专家经常组织年轻医师坐下来 野谈医论
道冶并倾囊相授遥迟永辉尧孙昊尧蒋宇光等
医疗野大咖冶们坚持每周以 PPT 授课等
形式袁对医院医务人员进行诊疗技术尧病
例讨论尧 常见疾病的诊疗思路及规范等
业务培训或学术交流袁 极大提高了医院
诊疗水平及处理疑难重症的诊治能力遥

千里驰援袁倾力相助
去年 12 月袁在前列腺癌标准诊治筛

查中袁 瑞金市人民院收治了两位前列腺
癌患者和一位膀胱癌患者遥 经过泌尿外
科专家蒋宇光教授详细检查袁 他考虑三
位患者的病情均较为复杂袁 为帮助他们
节省治疗费用袁 免除患者转院的舟车劳

顿袁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袁蒋宇光第一时
间联系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牛
亦农教授袁牛教授得知此事后袁迅速向其
上级申请支援瑞金市人民医院袁 为三位
癌症患者实施手术遥

北京朝阳医院迅速决策袁 安排由泌
尿外科主任牛亦农教授带队袁 率王明帅
教授一同前往瑞金遥 他们于去年 12 月
27 日下午从北京起飞袁 晚上 7 点 25 分
在赣州下飞机后就坐车直奔瑞金袁 晚上
9 点 40 分到院后立马投入到一例前列
腺癌症患者的手术之中遥 手术持续到次
日凌晨才完成遥 连续数小时紧张的手术
后袁 专家们脸上的汗水在无影灯的照射
下格外显眼袁 回到住地的他们凌晨两点
多才躺下遥

去年 12 月 28 日上午 7 点 30 分袁两
位专家又立马赶往下一台膀胱癌症患
者的手术遥野他们做的第二台手术从早上
8 点 30 分开始袁专家们一直站着袁双手
不停地工作袁 手术持续到下午 1 点多顺
利完成遥冶瑞金市人民医院外二科科主任
朱惠东介绍遥

由于当日下午还有一台手术需要完
成袁又要在 5 点 10 分坐车去赣州赶晚上
8 点 10 分的航班袁两位专家在手术室的

办公用房简单用过午餐后顾不上休息袁
就开展下一台手术遥下午 5 点袁第三台手
术完成遥

奉献爱心袁倾情相赠
北京朝阳医院曾两次向瑞金市人

民医院捐赠仪器设备遥 他们的爱心举动
缓解了市人民医院当时检查设备紧缺的
局面袁帮助患者减少了排队等候时间袁也
时常在瑞金市人民医院临床一线提起遥

2016 年 10 月袁 北京朝阳医院向瑞
金市人民医院捐赠一台价值上千万元的
GE 品牌 64 排 128 层螺旋 CT遥 2017 年
11 月袁又捐赠 2 台瑞思迈品牌的无创呼
吸机遥

一份耕耘袁一份收获遥在北京朝阳医
院的精心指导下袁 瑞金市人民医院医
务人员虚心求教袁勤学苦练袁医院诊疗
水平明显提高袁 全院综合实力稳步上
升遥 在刚出炉的 叶江西省 2020 年度
DRGs 工作分析报告曳中袁瑞金市人民
医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野成绩 单 冶院
2020 年度医院 DRG 综合排名在全省
43 家三级综合医院中从 2019 年度的
第 28 名上升到全省第 17 名遥 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北京朝阳医院的倾情付出
和用心帮扶遥

本报讯 渊王道东 记者陈盛
昌冤强化安全意识袁增强自护自
救能力遥 今年 3 月 29 日是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生野安全教育日冶袁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袁
创造良好的学习尧 成长环境袁瑞
金三中开展了以 野知险避险袁安
全成长冶 为主题的安全教育活
动遥

该校利用国旗下讲话和主题
班会袁围绕交通安全尧校园安全尧
食品安全尧防火防电等方面对学
生进行安全教育袁让学生懂得遵
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在火灾中正确报警尧自救尧逃生
等基本的常识遥积极做好校园安
全文化建设袁 充分利用宣传栏尧
LED尧板报尧手抄报尧观看安全教

育视频等形式袁营造安全避险宣
传教育良好氛围遥

该 校 开 展 安 全 隐 患 大 排
查活动袁针对食堂尧实验室尧消
防设施尧供电设备尧校舍设施尧
室外体育器 材 等重 点 部位 进
行了全面 尧细致的排查 袁深入
查找各种安全隐患袁及时进行
整改遥

帮扶结硕果 芬芳满园香
要要要北京朝阳医院帮扶瑞金市人民医院纪实

阴夏伟 本报记者钟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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