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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
●一派欣欣向荣气象的中国：“为人民谋幸福”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多打大算盘、算大账”

●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磅礴之力的中国：“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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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洪流奔涌向前，总是
一浪高过一浪。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在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记者见面时庄严宣示，新的壮
阔征程就此启航——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
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在100年的史诗中，党的十
八大以来这 9年是怎样的一段
华彩？！之于民族复兴有着怎
样的深远意义？！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 9 年——在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大背景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发展
大势、引领时代潮流，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系列

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标志
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交汇的 9 年——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
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又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民族复兴按下“快进键”，
跑出“加速度”。

这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的 9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党心军
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我国国
际地位日益巩固，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
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九年风雷激荡，铸就世纪
伟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
开，将就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作出决议。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望，
百年党史革命、建设、改革的

“豹尾”已经收官，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龙头”正
在开启。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新
时代中国领航人以前所未有
的勇毅和豪情向世界、向未来
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下转A2）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变革性实践

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人民银行 8 日宣布，
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人民银
行将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
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
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

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
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
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
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大致持平。（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伍志方、叶萌报道：“立冬
冷空气”让广东大部分地区体验

“立冻”。8日早晨，广东大部分
市县最低气温较 7 日早晨下降
7℃-12℃，其中清远连山录得
全省最低气温8.0℃。气象部门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立
冻”效果或持续，“双十一”期间
粤北高寒山区或有最低 2℃的
气温。后期可能有冷空气补
充，或让回温更缓慢。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0 日

至 11 日，广东东部市县多云转
晴，西部市县多云间晴。期间粤
北市县最低气温 7℃-11℃，其
中高寒山区最低气温 2℃-7℃，
广东南部沿海市县最低气温
12℃-16℃，广东其余大部市县
最低气温10℃-12℃。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9日至
11 日广州仍受冷高压脊影响，
风力逐日减小。气温约在 10℃
至 20℃之间。11日至 13日，会
有西路弱冷空气补充影响广州，

“缓慢回温”之势将更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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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上午，南方医科
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内镜中心
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胃肠镜检查
和手术。该院脾胃病科（消化
内科）主任张卫民在全程无麻
醉的情况下，先后给自己做了
胃镜、肠镜检查和内镜下内痔
套扎治疗手术。

“呃……呃……”往自己的喉
咙插入胃镜时，张卫民出现了正
常的干呕症状。但他聚精会神，
眼盯着屏幕，边插管边操作。约7
分钟后，胃镜检查顺利完成。

随后进行的是肠镜检查，
张卫民半靠在床上轻轻插入肠
镜。“有点凉飕飕的感觉，能够

感觉到肚子里嗡嗡地响。”谈笑
间，张卫民通过肠镜发现乙状
结肠和直肠处有 10 多粒小息
肉，他一手操镜，一手拿起活检
钳，自己一一进行了冷切除。

自主胃肠镜检查后，张卫
民开始在内镜下给自己做内痔
套扎治疗手术。手术开始时，他
先在胃镜安装多环套扎器，插镜
进入直肠，后通过倒镜进行痔核
及痔上黏膜联合套扎。套扎完
成后，张卫民通过胃镜灌注具有
止血、消炎、行气止痛等作用的

“黄槐肤床痔如汤”。术后，再通
过热奄包热敷腹部等中医特色
非药物疗法，缓解不适。

为了不影响患者正常就
医，张卫民决定在周末给自己
进行胃肠镜检查和痔疮手术。

“一般人进行肠胃镜检查通常
会选择麻醉下的无痛肠胃镜，
但因为需要给自己做手术，所
以采用了全程无麻醉的方式。”
他向记者介绍这次自主手术的
特色，“内痔手术，如用外科手
术必须全麻，我们消化内科用消
化内镜做，可以不打麻药。而且
我们特地在消化内镜治疗过程
中加入了中医药治疗方案，在术
前协助肠道准备、术中止血消炎
止痛、术后缓解不适症状等方
面，都发挥了积极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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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航天局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获悉，11 月 8
日，“天问一号”环绕器成功

实施第五次近火制动，准确进
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
球遥感探测。 （央视）

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准确进入遥感使命轨道

天问一号环绕器
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

广东“立冻”后或“持续冻”
有新冷空气补充回温更慢

这位广东医生
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通过做胃肠镜检查和内痔手术，提醒
大家重视胃肠镜检查

自己给自己做胃肠镜检查，顺便还给自己做了
内痔手术？这位广东医生表示，广东肠胃癌高发，但
很多人轻视检查耽误治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醒
大家重视胃肠镜检查，也不要害怕内痔手术。

为什么要做“现代关羽”，
自己给自己做胃肠镜和内痔手
术？“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医生，
我每天都向患者科普胃肠镜检
查的必要性，但还是遇到许多
轻视检查而耽误治疗的患者，
不少还是年轻人，对此，我感到
很痛心。很多人担心做胃肠镜
检查不舒服，其实是夸大其词
了，我亲身做个示范，也是让大
家了解，做这个检查没什么大
不了。”张卫民说，广东是肠胃
癌高发地区，定期进行胃肠镜
检查很有必要，是早诊断早治
疗食管癌、胃癌和大肠癌最直
接有效的途径。

“胃镜肠镜是诊断食管癌、
胃癌和大肠癌的金标准。一般
来说，有危险因素的人，建议
40岁开始做一次胃镜、肠镜检
查；普通人建议 50岁开始做一
次胃镜、肠镜检查。”张卫民介
绍，“危险因素包括摄入高盐、
腌制饮食、吸烟、重度饮酒、幽
门螺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
胃炎（异 型 增 生）、胃肠息肉
等。”张卫民介绍：“此外，痔
病是一种全球性最常见的肛肠
疾病，正如我们常听说‘十男
九痔、十女十痔’，其实痔疮积
极治疗并不可怕，痔病患者不
必谈手术色变。”

“给自己做内镜，难点在于
有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时要
继续操作进镜并观察，更难的
是给自己做内镜的体位、进镜
方式方法、操作方法等，和给
患者做的时候完全不同。”张
卫民感慨地说，“还有许多意
想不到的收获和体验。今天
作为病人，在无麻醉的情况下
亲身体验胃镜、肠镜诊疗的全
过程，感受到了患者在做检查
前、中、后的心理状态，体会到
肠道准备时及术中术后的种
种不适。今后会带领全科医生
持续改进胃肠镜检查的全过
程，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朱钦文 张诚斌 王琛

全程无麻醉情况下 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为何给自己做手术？提醒大家重视胃肠镜检查

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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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嘉宾聚焦 “广州时刻”

昨晚，“小蛮腰”为 2021 全球市长论坛系列活动亮灯 穗外事供图

广东发布两份文件，拟明年起落地施行

新建小区的配套幼儿园
需与住宅同步交付使用

佛山发布指导意见

写字楼酒店拟准
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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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民进行自主肠镜检查 医院供图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8 日公布，该院与四川大
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机
械学院联合研发的体外膜肺
氧合设备（ECMO）在国内率
先进入临床阶段。

ECMO可对重症心肺功能
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
与循环，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EC-
MO逐渐为公众所熟知，然而其
核心关键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
设备及耗材价格昂贵。（新华社）

国产ECMO进入临床阶段

心系连州三十载
敢教荒山遍果蔬

省科协退休干部温锦秀32年践行科技
助农，助石灰岩地区村民脱贫致富

这是今天上午从天河区棠
下看上去的天空。由于冷空气
南下，广州出现罕见鱼鳞云，层
层叠叠，蔚为壮观。

鱼鳞云是指云间有规则的、

空隙大的大范围云层，一般是高
空冷空气下沉冲破连续的云层而
形成。出现鱼鳞云是天气将转晴
并且有两三天万里晴空的征兆。

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摄

今天上午广州上空现“鱼鳞”

2021全球市长论坛系列活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