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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电 6月 12日，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第五次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
吉克斯坦《人民报》、“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的署名文章。

新华社杜尚别 6月 12日电 在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亚信峰会前夕，《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塔吉克文版首
发式暨中塔治国理政研讨会6月 11日
在塔首都杜尚别举行。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致信祝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塔文版出版。

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
馆共同主办。塔第一副总理赛义德，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塔议会下
院副议长优素菲，中国驻塔吉克斯坦
大使刘彬等出席活动。

赛义德宣读了拉赫蒙总统的贺
信。贺信指出，在习近平主席的战略
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
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的
建树和威望令人瞩目。《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塔文版出版发行，将
帮助广大塔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
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理念和
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塔吉克斯坦正
在为习近平主席对塔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亚信峰会做准备，相信此访将
为塔中两个友好邻邦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各领域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王晓晖在致辞中指出，拉赫蒙总
统的贺信，充分体现了总统先生对习
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赞赏和认
同，体现了中塔两国人民的真挚情
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全面系
统阐释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该书第一卷塔文版
的翻译出版，将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

相互理解和欣赏，有助于引领和深化
中塔在“一带一路”等领域的务实合
作。

优素菲在致辞中分享了阅读《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感受。她说，当今
中国坚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
路，计划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中国成功的背后
原因、发展成就的理论基础，可以在习
近平主席的著作中找到答案。

刘彬在致辞中说，当前中塔关系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塔文版的出版将为中塔交
流互鉴搭建新的桥梁，巩固两国政治
互信，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
互利合作取得更大发展，夯实两国友
好的民意基础。

首发式上，赛义德、王晓晖、优素
菲和刘彬共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塔文版新书揭幕。王晓晖
向塔方嘉宾赠送新书。

中塔两国各界约 200人出席首发
式和研讨会。研讨会上，两国专家学
者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展
开深入交流，表示习近平主席著作塔
文版的出版发行，将为塔吉克斯坦读
者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辉
煌历程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目标以及
深化中塔治国理政交流提供重要帮
助。

在塔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
在杜尚别举行的“光明书香”公益捐
赠活动和中塔两国合作摄制电影协
议的签字仪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塔吉克文版首发式在杜尚别举行
中塔治国理政研讨会同时举行

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
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本报记者 庞永涛
本报通讯员 杜亚军

“这辈子你忘不了我，我也忘不了
你。”有过两次剖宫产经历，凶险性前
置胎盘，男婴30秒被医生娩出的产妇
张佳悦，被抢救苏醒后，发自肺腑地对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说了这
样一句话。

面对一脚在生，一脚在死的分娩
历程，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的医
务人员以敬畏生命的态度，用精诚的
医术为每一位妈妈和宝宝的生命之舟
保驾护航。

■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典范

“我之所以舍近求远到这里就医，
一是因为这里的技术好，二是因为这里
的服务好。”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
住院的一位大学老师激动地说。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作为省
会郑州规模最大、技术领先、设备先进、
门类最全、分科最细、开设门诊最多的
专业科室，每天不仅要接诊慕名而来的
患者，还要给全省各地转来救治的危重
症患者康复的希望。66年的岁月沉淀，
已让妇产科成长为省内乃至国内同行
中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典范。

妇科微创手术被喻为21世纪现代
妇科医学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成为
衡量一家医院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自上世纪90年
代开始致力于妇科微创技术的临床应
用，开郑州市微创妇科的先河。2010
年，申报开展了郑州市科技攻关项目
——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输卵管不
孕症，应用于临床后，不仅能明确女性
不孕的病因，而且手术视野清楚，创伤
小，患者痛苦少，同时还可治疗其他妇
科疾病。当年，妇科两个病区就接诊
来自全省的1000多名患者，手术成功
率 95%以上，术后妊娠率达 60%以

上。该项技术因此获得郑州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

作为国家级妇科内镜诊疗技术培
训基地、国家级优秀流产后关爱区域
示范医院、郑州市医学重点学科，该院
妇科年门诊量达30余万人次，年出院
患者 15000余人次，腔镜及阴式微创
手术达 95%以上。妇科良、恶性肿瘤
腹腔镜手术，全盆底重建等技术水平达
河南先进水平；宫腔镜技术、计划生育
手术技术处于河南省领先水平。

■怀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你用双手捧出多少个新生命，你
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每一个婴儿的母
亲却永远不会忘记产房里你那一抹温
和的微笑……”

一条条微信，一段段留言,道出了
孕产妇及家属真挚的心声。

患者的认可是最高的褒奖。技术
全面、业务突出、服务优质的产科，一
次又一次，不负患者的重托。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不但担
负着临床、医疗、科研、人才培养等
工作，还承担着郑州市危重症孕产
妇的转诊、会诊、急救、指导工作及
整个郑州地区产科医务人员专业知
识和技能培训工作。该科拥有一支
技术过硬的医疗护理队伍，能为广大
孕产妇及新生儿提供安全、满意的技
术保障和温馨服务。

产科开展一系列特色技术与服
务，保障母子平安。通过孕妇学校等
加强孕期健康教育宣传，促进母子手
册规范使用。全面开展妊娠风险评估
与管理工作，严格实行高危妊娠专人
专案管理，加强妊娠期合并症如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疾病诊治
水平，提升胎儿宫内监测技术水平，强
化训练产科危急重症急救技术，并依
据个体及病情特点，为每一位孕妇及
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分娩方案，实行产

科安全分娩核查制度，对母婴安全实
时监控，实现母婴安全。

开展系列项目和举措，如助产士
门诊、营养门诊、体重管理门诊、自由
体位待产、自由体位分娩、无保护会阴
接生技术、分娩镇痛技术、导乐陪伴分
娩等促进自然分娩，减少非医学指征
剖宫产术。

作为国家级优秀爱婴医院，倡导
母乳喂养，保障婴儿喂养安全。开展
了产妇六餐营养膳食、新生儿游泳及
抚触、孕妇瑜伽等特色服务。对产后
女性进行盆底功能障碍疾病筛查与评
估，开展的中医特色康复项目，如中药
熏蒸、中药溻渍、形体康复训练、塑形
等服务举措，帮助产后女性身体康复、
恢复自信，深受广大孕产妇及家庭欢
迎，已达省内乃至国内先进水平。

■让无数妇幼重获“新生”

“我们的全力以赴，只为新生的第
一声啼哭。”真诚的服务，高超的医术，
赢得了患者信任和尊重。2018年，产
科住院分娩量超过1.4万人，再次位居
郑州第一。

母婴平安！这个最简单,也最牵
动人心的信息，每时每刻都在妇产科
传递，它凝聚着妇产科全体医护人员
的辛勤汗水，让百姓对郑州护佑妇幼
健康的信心与日俱增。

怀着非凡的爱做着平凡的事情，
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这个“白
衣天使”团队信奉的座右铭。建科 66
年来，近 40万新生命在这里诞生，无
数家庭在这里成就圆满，万千妇女在
这里重获健康。这是能力的见证，更
是实力的象征。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治疗病痛
时如同猛虎勇往直前，关怀患者时又如
同俯身嗅蔷薇一般细腻而温柔，这，就
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一个有情
感、有担当、有大爱的像家一样的地方。

【前言】

如果说“以人为本”的服务是医院的灵魂，那么臻于至善

的技术就是医院的核心。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把提升医疗技术

和培育重点学科作为核心建设内容，瞄准不断涌现的新技术，

以学科错位，专注于妇幼健康的方式，不忘初心，秉承匠心精

神，让“郑州妇幼”这个誉满中原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共同分享她重

点学科建设的累累硕果，一睹她敬畏生命，护佑妇幼健康的

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庞永涛
本报通讯员 杜亚军

“女孩，体重 4000 克、身长 53厘
米！”2019年 1月 1日早晨，一声响亮
的婴儿啼哭让产妇喜极而泣。

“我家三辈单传，89岁的爷爷说见
不到孩子眼都闭不上，现在可好了！”

2017年 4月，到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生殖中心就医时，已 42岁、婚后 20
年不孕的张爱月（化名）难掩绝望和期
盼。“双侧输卵管不通”，这几乎为她想
成为一个母亲判了“死刑”。

■精益求精圆梦每个家庭

不孕不育，是很多家庭的心头之
痛。生孩子，怎么就成了一个难题?

“20 岁至 35 岁，是生儿育女的
‘黄金 15年’，女性 38岁之后卵子就
会变得数量少、质量差，但现在晚婚、
晚育成为潮流。多种因素引起的子宫
内膜异位症、多次反复人工流产导致
的输卵管梗阻的增加是重要原因。”郑
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张富青
介绍，就拿做试管婴儿为例，20多岁
时成功率为50%—60%，等到40岁以
上成功率就低于20%。

还有不少职场女性忙于打拼事
业，因为工作压力大、过度熬夜、身体
透支，导致各种内分泌疾病增加，这些
都使不孕不育增加。此外，近年来男
性不育增高趋势明显，工作和生活压
力干扰身体内分泌，导致精子数量下
降、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
常，从而降低生育能力。

2010年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技术，
2017年开展试管婴儿技术，至今，郑州
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在短短8年时
间内，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帮助近千个
家庭成功迎接新生命。

一次次妙手回春,让无数家庭重新
燃起延续生命的希望。这里,不仅仅缔

造了生命,更是缔造了幸福的摇篮。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日益精进，

硬件建设不断上水平上台阶。郑州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试管婴儿的临床
妊娠率达 5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报
道的33%的成功率水平。

虽然辅助生殖技术确实给很多家
庭带来了希望，但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
适用。张富青建议，适龄女性还是要珍
惜生育的机会，尽量在35岁前完成生育。

■从“怀不上”到“生得好”

从解决“生不出”难题到致力于化
解“生不好”的困扰，现代的辅助生殖技
术在不断升级换代。目前，每年试管婴
儿数量逾20万例次，我国的辅助生殖
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新的基
因检测技术帮助下，可以预防父母的带
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还可以通过冰冻
保存技术，将精子、卵子、胚胎甚至是成熟
卵母细胞、卵巢组织等保存起来，达到储
存生育能力的目的，临床妊娠率可达30%。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是河
南省医学培育学科、郑州市医学重点
专科,也是经河南省批准开展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专科。作
为集生殖内分泌、不孕不育、产前诊断
为一体的综合科室,开设优生遗传门
诊和生殖内分泌门诊及病房，进行遗
传疾病咨询，孕前相关疾病检查，孕期
胎儿多种畸形和疾病筛查，不孕不育
疾病的诊治，生殖内分泌疾病处理，相
关病人辅助生殖技术处理，疑难病会
诊及手术治疗，患者遍布全国各地。

特别是全面放开二孩后，该中心
积极主动适应新形势，引入新技术，大
胆开展新项目，有效整合生殖医学领
域高水平基地和平台，让临床的切实
需求落地落实，真正满足患者的需要。

郑州市优生遗传产前诊断工程技
术中心、郑州市产前筛查中心为育龄女
性进行系统、规范、科学的优生咨询指

导、产前诊断、遗传疾病诊断、出生缺陷
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一条龙”医
疗服务，帮助她们迎来健康的宝宝。

■综合实力位居河南前列

2019年 5月，该院顺利通过产前
诊断技术服务机构评审，成为河南省
首家获批开展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市
级医院，标志着医院产前诊断技术迈
上了新台阶。

根植在广袤中原大地的沃土上，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已成为我
省医疗界的一面旗帜，不断收获科研
成果，也不断收获奋斗的喜悦和幸福。

——2010年 5月经郑州市科学技
术局批准成为郑州市优生遗传产前诊
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市局所属
重点实验室；

——2010 年经原河南省卫生厅
批准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技术，已三次
通过省级技术校验；

——2011 年经原河南省卫生厅
批准为“郑州市产前筛查中心”；

——2015年成功引进“中南大学
夏家辉院士医学遗传团队”，通过合作
使医院遗传病的分子诊断水平、遗传
病的咨询水平进一步提高；

——2017年 10月被批准在郑州
市级医院首家开展“试管婴儿技术”，
截至目前，已开展此项技术600多例，
成功率达50%。

——近年来，生殖遗传团队先后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10余项，获得省
级科研成果3等奖1项、市级科研成果
二等奖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SCI收
录文章1篇，发表相关国家级论文20余
篇，举办国家级及省市级生殖内分泌培
训班17届、郑州市产前筛查培训班6届。

一路走来一路歌。郑州市妇幼保
健院生殖中心始终就像一支怒放的玫
瑰，综合实力一直位居河南前列，享誉
中原，名扬全国。

孕育生命的摇篮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创新发展素描

洒向人间都是爱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创新发展素描

这是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这是
鼓劲扬帆的再次出发。

5月 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
和重点措施，对全党开展主题教育作
了总动员、总部署。

连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
关到人民团体到企业单位，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党组织高度重视，以强烈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速组织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要求，对主题教育进行具体
部署，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全面展开。

率先垂范 起而行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铿锵话
语，再次激荡起全体党员的澎湃激情。

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
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的伟大号召，到在党的十九大上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写入大会主
题，从党的十九大后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南湖红船的“初心之旅”，到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率
先垂范、谆谆寄语，为全党重温初心、
感悟初心、践行初心作了最好的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谋划开展好
主题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5月 13
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专门对主题教育进行研究部署，提出
明确要求。

5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江西考察
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地来到红军长征
出发地于都，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
先烈，强调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
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并在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
再次就开展好主题教育提出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犹如出征的号令，拉开主题教育的
大幕，全党上下立即行动起来。

这是从我做起的主动担当——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国务院机

关、全国政协机关等第一时间对传达
学习和贯彻落实作出具体安排；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办公厅、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研室、中
央改革办等迅速召开动员部署会，对
主题教育进行细致部署；中央政法委、
中央财办、中央外办等紧扣自身肩负
的政治任务，制定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
以身作则、靠前指挥，主持召开会议、
亲自审定方案，切实加强对主题教育
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

这是起而行之的落实效率——
在中央召开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之

前，上海、海南等许多地方和单位就早
准备、早起步，提前谋划主题教育实施
方案。

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雷厉风行、闻声而动，随即成立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工作方案、
召开部署会议。目前，31个省区市以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等116家单位，68家中管金融
企业和中管企业均已启动主题教育。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34个中央指
导组奔赴开展主题教育的单位，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迅速投入工作。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不忘初心，方能砥砺作为；践行使
命，努力再创辉煌。

做好结合大文章，坚持把开展主
题教育与党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情相
结合，与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中心
工作相结合——

北京坚持首善标准，要求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新
发展；广东强调真抓实干，全力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点工作；最高法明
确要求把开展主题教育和完成审判执
行任务结合起来；中国人民银行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做好当前金融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一心为民践宗旨，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甘肃强调要把主题教育的成效体
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上；教育部提出
要坚持“教育报国守初心”，牢记为民
服务宗旨；国家卫生健康委强调要在
为民服务解难题上出实招，着力解决
一些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防病治病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提出要着力树立消费者至上理
念，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要有新作为。

立足实际 守正创新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立足实际，
创造性开展主题教育，努力取得最好
成效。

——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方法，做
到学深悟透、真学真信。

新疆提出要推动全区各族党员干
部来一次理论大学习，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应急管理部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
方面重要论述作为学习重点，确定 7
月份为“专题党课月”。

——传承红色基因，从革命传统
中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滋养。

重庆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红岩革命
历史博物馆、周公馆、渣滓洞、白公馆
等地，重温“狱中八条”，弘扬“红岩精
神”；江西组织党员干部来到瑞金、于
都，在红军长征故事中感悟革命理想
信念；浙江明确提出要把主题教育开
展得有“红船味”“浙江味”。

中核集团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大力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四个一切”的
核工业精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号召
广大党员干部牢记“把一切献给党”的
人民兵工精神。

——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做到学有榜样、行有方向。

湖北开展“学习英雄张富清、坚守
初心担使命”活动，对照初心找差距、
回顾反思强党性；福建深化向廖俊波
同志学习等活动，扑下身子做实事、撸
起袖子加油干；江苏组织广大党员学
习王继才，开展“初心是什么、使命干

什么、奋斗比什么”专题讨论；河南将
组建“精神的传承——河南先进模范
事迹巡讲团”，开展全省巡回宣讲。

问题导向 务求实效

开展主题教育是为了解决问题，
衡量主题教育成效的关键在问题解决
得怎么样。

刀刃向内找问题，有的放矢抓整
改，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进行集中
整治——

天津把整治码头文化、圈子文化、
好人主义等纳入专项整治任务；

山东坚持从一开始就改起来，在
省级层面确定9项整治任务；

青海把党员信仰宗教和参与宗教
活动、违规违纪发展党员等问题列入
专项整治。

从严从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

最高检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作为重点内容，提
前做好相关准备；

山西准备在全省开展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深入查找脱贫攻坚
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出实招硬招，坚持以为民尽责、为
民谋利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国家发展改革委强调聚焦群众最
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症结分析
透，解决好降费、扶贫、就业、价格等方
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部提出要持续强化监
督，督促帮扶地方政府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对接支持企业污染治理需
求，切实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生态
环境问题；

农业农村部要求把主题教育同做
好“三农”工作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

……
以百姓心为心，是党的初心，也是

党的恒心。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开
展，广大党员干部必将在思想的再洗
礼、初心的再觉醒、使命的再升华、忠
诚的再淬炼中，迸发出奋进新时代的
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鼓劲扬帆再出发
——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