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北部矿难
致1人死亡6人被困

6 月 5 日，救援人
员在墨西哥科阿韦拉州
穆斯基斯市的煤矿垮塌
现场工作。

墨西哥民防部门 5
日通报，该国北部科阿
韦拉州穆斯基斯市一座
煤矿 4 日发生垮塌，已
造成 1 人死亡，目前仍
有6人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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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生也是患者 更是透析患者的“守护神”
——记市第三人民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内科党支部书记赖丽文

为 了预约赖丽文主任的采访，笔者打了几次电
话，有时她在上门诊，有时她在给规培生讲课，有
时她在做手术，最后终于将她从病房里找出来，与
她和她的同事们长谈之后才发现这位“省优秀共产
党员”、连续两届的省党代表身上有三个显著的标
签：肾内科专 家 、 党 支 部 书 记 、 1 型 糖 尿 病 患
者 。

她是开拓进取的肾内科专家
也是患者的贴心人

赖丽文 1993 年在武汉同济医院进修肾内科回
来以后，逐渐将肾内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
起来，目前三院肾内科拥有 50 张病床、88 台血透
设备，还有专门的腹透中心和手术室，这里面包
含着她和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汗水。她的
同事说：“赖主任一直住在医院附近，一年 365 天
随 叫 随 到 。” 今 年 大 年 三 十 前 后 ， 危 重 病 人 在
CRRT 机上连续抢救 72 小时，她密切的关注着病人
的变化、精细地调整治疗方案，帮助病人度过
了难关。作为资深的肾内科专家，她更多地关
注肾脏病的一体化治疗。血管通路是尿毒症患
者的生命通道，她着力从内瘘建立前的血管保
护、到内瘘锻炼、B 超引导下的血管穿刺、定点
穿刺的监管、内瘘溶栓、PTA 术的使用等方面加
强质控监管，保证了患者的透析质量。而作为
景德镇市肾脏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她不仅关
注在院病人的救治，更把目光放到慢性肾脏病
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她带领科室的年轻医生开
通线上课堂，让患者和家属在家里扫二维码就
能听到医生护士耐心细致的讲课，每次讲课都
有 1000 多人线上听课，让“治未病”的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她是一位有20年履历的支部书记
也是同事心目中的知心大姐

赖丽文入党已经33年了，受父母的教育，她上大
学的第一天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因我未满十
八岁，入党申请书被拒收了”她笑着说。但因为在学
校里出色的表现，她在大学三年级时如愿以偿地入党
了。毕业以后，她来到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在消
化、血液、肾内等科室勤勉地学习、努力地工作，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2001年，她开始担任内科党支部书
记，内科支部在吴钟山、谢嘉德等老一辈的带领下，
一直有着光荣的传统。“上任之初，我的压力也很大，
但我知道，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先做到，以身作
则，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在业务上，她带领大家敢
闯新路、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她做好大家的贴心
人，逐渐地让内科支部成为有凝聚力的大家庭。有些
年轻人想调离医院，她主动出面做思想工作，协调医
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医院挽留人才。有些医生受到
批评感到委屈，她主动找他们谈心，让他们放下包袱、轻
装上阵。她对优秀的知识分子关心备至，许多人成为了党
组织的一员，更多的人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内科支部
党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医院的中流砥柱。

她是一位“履历丰富”的患者
更是一位“以心换心”的医生

赖丽文是一位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人，在采访过

程中，有病人打电话来咨询糖尿病的用药方案，笔者
才意识到坐在身边的医生是一位打了23年胰岛素的1型
糖尿病患者。她笑着说：“我从得糖尿病的那一天开始
就想着：不能让自己白得糖尿病。”于是，她将胰岛素
泵、早期强化胰岛素方案、瞬感血糖仪等在全省领先地
使用，并逐步在患者中推广。她也知道，糖尿病的治疗
应延伸到患者出院以后的每一天。于是，她的电话和微
信成为病人“护身符”，几乎每天都回复很多病人的咨
询。13年前，有一位8岁的女孩刚得1型糖尿病时，伤
心欲绝的父母找到她，让她救救自己可怜的孩子，于
是她从教会孩子测血糖、使用胰岛素泵开始，每天在电
话中教会小女孩自信地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小女孩在
她的陪伴下，已成为医科大学的研究生，赖主任说：“看
着孩子健康成长，我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更多的
慢性病患者从她身上看到了希望，相信只要做好自我
管理，一定能像她一样健康地生活、出色地工作。

赖丽文始终认为，身为党员就无悔、身为医生就
无惧、身为患者就无畏。“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
做人”是她的人生格言，也正是她个人的真实写照。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肾内科咨询电话：
0798—8410812

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血透室咨询电话：
0798—8417449
（王婉婷 文/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将于6月
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

医师法草案强化医师权利保障、安全生产法修
正草案规定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的安全生产义务、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
……在4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发言人臧铁伟就即将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的部分法律案进行了介绍，并对热点问题进
行了回应。

明确医师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暴力伤医问题不仅侵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也严重损害了医患关系。今年 1 月提请审议的医
师法草案专设一章完善各项保障措施，明确地
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的职
责。

臧铁伟表示，医师法草案二审稿在此基础
上，围绕保障医师权利作出进一步规定。比如，
明确医师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明确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阻碍医师依法执业，干扰
医师正常工作、生活；明确禁止侮辱、诽谤、威
胁、殴打医师，侵犯医师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和
人身自由。

强化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的安全生产责任
近年来，一些新兴行业的安全生产问题引发关

注。臧铁伟表示，即将提请审议的安全生产法修正草
案二审稿明确，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有关安全生产义务；新兴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
部门。

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的问
题，臧铁伟介绍，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提高了
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并增加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被责令改正且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监管部门
可以按日连续处罚；增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通报
制度等规定。

解决职业教育领域突出问题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将在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首次亮相。
“现行职业教育法对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

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
进入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
求。”臧铁伟表示，修改职业教育法将着力解决职业
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

法律基础。
据悉，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强

化政府统筹和行业指导职责，发挥企业职业教育主
体作用，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多元办学；扩大
职业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健全社会评价体系，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加
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健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机制等。

保障经济困难公民等群体的法律援助质量
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

度。将在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请二审的法律
援助法草案，对经济困难公民等群体进一步加强了保
障力度。

臧铁伟介绍，为保证法律援助质量，保障经济困
难公民和符合条件的其他当事人及时有效地获取法律
帮助，法律援助法草案规定，法律援助人员应依法履
行职责，及时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对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需要法律援助的，法
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相关执业经历的律
师担任辩护人。明确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投诉查处制
度，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监督管理等。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保障医师权利、强化安全生产、完善职业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看点前瞻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新华社长沙6月6日电 （记者 帅才） 6日是全国
爱眼日。专家指出，近视、弱视、斜视三大眼病高
发，威胁儿童眼健康。儿童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甚
至出现了不少患上高度近视的幼儿，亟待引起重视。

湖南省人民医院眼视光医学中心医生王华告诉记
者，近年来，医院收治的眼疾病患儿激增，很多孩子
沉迷于网络游戏等，观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很长，成为
名副其实的“盯屏一族”，加之缺乏适当的户外活
动，眼睛得不到合理休息，导致近视发生。以前患近
视的一般都是青少年，现在患上近视的幼童越来越

多，甚至有些幼儿园的孩子就出现了高度近视的情
况，让人担忧。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智宽教授介
绍，除了近视，斜视和弱视也成为儿童常见的眼病。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眯眼、歪头等表现，要及时带孩
子到正规医院检查。

杨智宽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两只眼睛无法同
时向前看，要警惕孩子可能患上斜视，应及时到医院
检查和治疗。先天性白内障、远视、斜视等还可能导
致弱视发生，弱视患儿如不能及时进行治疗，通常会

引起难以逆转的双眼视功能损伤。
专家提醒，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不愿面对

现实，盲目寻求偏方和物理疗法，结果耽搁了孩子配
镜的最佳时间，导致近视度数增长更快。

专家建议，青少年、儿童应该科学用眼，保证每
天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用
眼，不要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家长应
每年带孩子去正规医院做眼部检查和视力检查。当孩
子出现近视时，应及时进行干预和矫正，以免近视度
数加深。

三大眼病侵袭儿童健康 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 新华社合肥6月5日电（记者 周畅） 5日，安徽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召开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省市县卫健疾控部门派驻1200余
名疾控人员在高考一线专责防控，每个考点配备防疫副
主考。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胡雨生
介绍，今年安徽省高考报名考生54.3万人，设93个考
区、304个考点，加上疫情防控需要的备用、隔离考场，
全省共安排考场1.6万个。有7.5万余监考教师和考试工作
人员直接参与组考工作。省市县卫健疾控部门派驻1200
余名疾控人员在高考一线专责防控。

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疫情防控考验后，安徽本轮新
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安徽省2021年高考考试安全
工作坚持疫情防控与考试组织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
体落实，协调卫健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全程参与
考试组织工作，每个考点配备防疫副主考。

“虽然防疫措施规范严密，但在执行中不乏人文关
怀。”胡雨生说，如在不影响考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提
前14天对考生“安康码”进行监测，实现精准核验；考
试过程中对体温测量异常的考生，安排在备用或隔离考
场考试，补足耽搁的时间等。

安徽：

派驻1200余名疾控人员在高考一线专责防控

新华社南昌6月5日电（记者 陈春园）“科考人员时
隔17年在鄱阳湖发现大规模刀鱼群体，多年未见的鳤鱼
重回鄱阳湖，南昌城区河段频繁看到江豚嬉水的喜人场
景……”谈到重点水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江西省农业
农村厅禁捕办副主任詹书品如数家珍。

从2020年1月1日起，江西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全
面开展，覆盖全省35个水生生物保护区、152公里长江
干流和鄱阳湖。禁捕退捕工作实施一年多时间，江西已
取得“三个百分百、一个动态清零”的良好成效：渔船
处置完成率100%，全省回收退捕渔船3.78万艘，回收清
理网具1629.76万公斤；渔民退捕率100%，2.14万户捕捞
渔民“洗脚上岸”；适龄渔民参保率100%，6.3万名符合
条件的退捕渔民办理了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此
外，“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全省5.18万名退捕渔
民实现就业。

同时，江西重点打击非法捕捞行为，截至2021年5
月底，全省各级渔政执法机构共出动执法人员5.9万人
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1495次，清理取缔涉渔“三无”
船舶546艘，查办违法违规案件381件。

江西禁捕退捕实现
“三个百分百、一个动态清零”

新华社悉尼6月6日电（李馨宇）澳大利亚日前一项
新研究发现，血压对于男性和女性患痴呆症风险的影响
不同，女性患痴呆症风险会随血压升高而增加，论文已
发表在英国《BMC医学》杂志上。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生物医学
库在2006年至2010年所搜集到的50多万名40岁至69岁
英国人的数据，研究了心血管问题在不同性别人群诱发
痴呆症的风险差异。

研究发现，吸烟、糖尿病、中风病史等都意味着患
痴呆症的风险更高，且男性和女性风险程度相似。但涉
及血压时出现了性别差异——不论血压高低，男性患痴
呆症风险都较高，而女性患痴呆症风险会随着血压升高
而增加。

目前，研究人员尚不清楚性别差异导致不同风险水
平的原因。论文第一作者龚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可能
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也可能是因为不同
性别人群在用药方面的差异。此前有研究和数据显示，
女性比男性服用的药物更多。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研究为管控患病风险提供了新
思路，更有针对性地治疗高血压或许能更有效预防痴呆
症。

研究发现女性患痴呆症风险
会随血压升高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