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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扬州城区驱车半个多小时，记
者来到江边头桥镇上的广陵区头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驻守了24
年的中心党支部书记付宝鼎正忙着出
诊，回访一个结对的贫困户患者。像
这样的义务出诊，付宝鼎每年要跑上
百次。村舍农户间，留下他一串串的
足迹，更留下老百姓的赞许：“他是我
们的‘省钱大夫’，是我们的贴心人。”

16年义务送医上门

16年前，头桥镇安帖村三组的范
如勇因左胸肺手术并发支气管胸膜
瘘，在紧贴心脏的胸口处留下一个拳
头大小的伤口，需要两天一次换药护
理。因伤口紧贴心脏，换药医生必须
具备非常娴熟的技术，否则一次换药
就可能要了老范的命。范如勇一开
始不敢去镇卫生院，每隔一天，颠簸
40公里路程，往返于头桥与市区之
间。范如勇到处打听，想在家门口附
近找一个好医生，慕名找到刚从南京

一家大医院进修回来的付宝鼎。
面对范如勇的请求，付宝鼎有些

犹豫：“换药时稍有出血就会引起窒
息，我们卫生院可没有抢救条件啊。”
话音刚落，付宝鼎瞥见范如勇失望的
眼神，心头一紧，瞬间明白了，自己就
是范如勇最后的希望。最终，付宝鼎
接受了这项任务。

2003年起，无论严冬腊月还是
盛夏酷暑，隔日为老范换药成了付宝
鼎雷打不动的事。一把钳子，在付宝
鼎手上如同一根绣花针，娴熟地在范
如勇的胸口进进出出，一层层纱布揭
开，一颗跳动的心脏，隐约可见。16
年来，付宝鼎免费为老范换药近
3000次，为这个家庭省下医药费数
万元。“给他换药，义务劳动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我手里捏着一条人命，不
敢马虎。”付宝鼎说。

守护百姓健康就是责任

付宝鼎是外科医生，1995年接

受分配来到偏远的头桥卫生院。当
时卫生院条件落后，一度他曾产生过
离开的念头。但有次出诊，患者的一
句话让他改变了想法：“头桥地方偏，
外人都不愿意来，如果付大夫你走
了，就再也没有好医生给老百姓看病
了。”这句话点醒了付宝鼎，一个医生
不光要有抱负，更要有责任感，而守
护一方百姓健康，就是他的责任。

无论白天黑夜，在门诊、病房、危
重病人的抢救现场，总能看到付宝鼎
忙碌的身影。女儿高热惊厥被急送
医院，他不在现场，正在手术室为病
人开刀；母亲因食道病变动手术，他
不在现场，正忙着抢救病人。付宝鼎
说：“我是爸爸、是儿子，但也是一名
医生，必须把治病救人放在前面。”

很多乡邻喜欢把付宝鼎称作“省
钱大夫”，因为付医生看病时时为困
难病人着想，低价药能治的，绝不用
高价药。遇到家境困难的病人，总是
尽量为患者减免相关费用，而且，坚
决不收患者红包。近年来，付宝鼎荣
登中国好人榜，先后当选为“扬州市
十大最美医生”“江苏省优秀基层医
生”“全国最美医生”“全国群众满意
的社区医生”。当地老百姓都称赞
说：“付大夫虽然名气大了，可人一点
也没变，依旧是咱们的贴心人！”

守护路上汇聚更多力量

付宝鼎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汇聚
更多力量参与到守护百姓健康的队
伍中来。他率领中心医务人员成立
了一支绿马甲家庭医生志愿服务队，
分成9个小分队，走村入户开展医疗
帮扶等服务。

前几年，付宝鼎在慢病随访时发
现，头桥不少患者因为血压、血糖控
制不到位，引发并发症，有的双目失
明，有的患上了尿毒症。一个家庭甚
至有好几个人同时患病，大大加重了
家庭的经济负担。去年，付宝鼎牵头
成立头桥社区家庭医生志愿者健康
扶贫协会，并成立健康扶贫基金，全
院职工共同捐款，筹集到第一笔资
金，专门用于头桥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16户贫困家庭。他和志愿者团
队每月为他们免费上门送医送药，测
量血糖和血压，并进行健康指导，付
宝鼎说：“希望通过这种精准健康扶
贫，解决患者治疗的后顾之忧。”

“我们基层医院，就是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平凡的事情，守护一方老百姓
的健康。”在付宝鼎看来，基层医生就是
百姓的健康守护人，帮助一个患者就
是帮助一个家庭。本报记者 张 晨

实习记者 刘日佳

驻村24载，他是村民的“省钱大夫”
——记扬州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书付宝鼎

本报讯 19 日至 20 日，由红
旗文稿杂志社、《思想教育理论导
刊》编辑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
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论坛在南京开幕。来自全国
百所高校的 150 多位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咨询委员、首席专家，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海

良作题为《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思想过程和历史主
题》主旨报告。中国社科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向阳、天
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
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胡大平、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袁久红等 24 位专家进
行了交流发言。

（孙 敏 陈立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
在宁举行

本报讯 19日，作为紫金文化
艺术节的展演节目之一，苏州民族
管弦乐团《风雅颂之交响》——赵
季平作品专场音乐会在江苏大剧
院精彩上演。音乐会以音乐家赵
季平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管
弦乐作品为题材，选取《澳门印象》
《写意——卢沟晓月》《丝绸之路幻
想组曲》《风雅颂之交响》四部作品
进行演绎。

赵季平向记者表示，15年前，
他倾注所有的情感为南京写下人
生中最重要、最具历史意义的一部
交响乐作品——致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的《和平颂》。15年后的今
天，他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创作了大
型民族交响乐《风雅颂之交响》，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献给
南京的观众。

（王 慧)

《风雅颂之交响》
奏响紫金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 省生态环境厅18日发
布了20起2019年全省典型环境违
法案件，这些典型案件主要涉及未办
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危险废物露天
堆放、污染物超标排放等。

3月14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对南京华安药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
发现，该公司实验室正在使用，未办
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竣工环保验
收手续，未向环保部门单独申报危险
废物。3月27日，南京市生态环境
局对该公司下达查封决定，对其电力
控制柜、药剂储存柜实施查封。6月
24日，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对该公司处罚款37万元，
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处罚款6.4
万元。

3月22日，徐州市生态环境局
对江苏兴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监测结果显示，该公
司2号烧结机机尾处理设施出口废
气 颗 粒 物 38.4mg/m3（超 标 1.3
倍）。3月 28日，徐州市生态环境
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责
令其立即停止超标排放的环境违
法行为。6月19日，徐州市生态环
境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对该公司

处罚款30万元。
4月29日，无锡市宜兴生态环

境局在锡宜高速与104国道交叉处
东北侧空地检查发现一批废物露天
堆放，总重量约35吨，堆放地面有
红褐色积水，现场有明显刺激性气
味。经鉴定，该批废物属于危险废
物。经查，该批危险废物系万某某、
储某某丢弃。5月15日，无锡市宜
兴生态环境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6月22日，经宜兴市人民检察
院批准，宜兴市公安局对万某某、储
某某执行逮捕。

1月31日起，常州市新北生态
环境局对莱依特化工（常州）有限公
司多次检查发现，该公司将焚烧炉温
控显示零点温度上调约500℃，生产
时温控显示面板显示温度1100℃左
右 ，实 际 焚 烧 温 度 仅 600℃ 至
700℃。2月22日，常州市新北生态
环境局下达查封决定，对该公司车间
反应釜及反应釜配套柜进行查封。
5月20日，常州市新北生态环境局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立即
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70万元，并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 琼）

我省发布20起
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喂，110吗？我儿子不写作业还打人。”近日，徐州警方通
报了一起“母子俩起争执报警”事件。这对母子因家庭作业发
生争吵，妈妈竟打电话要警察把儿子抓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孩子写不写作业，说到底是个教育问题，能否处理好，关
键在于家长是否有好的教育方法，是否有平等沟通的教育态
度。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管教孩子的责任推给警察，这样的
家长不该好好反思吗？ 文/颜云霞 图/曹 一

娃不写作业，要警察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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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建设智能书库
苏州第二图书馆加紧建设智能书库，该书库配备自动存取系统，可容纳700余万册藏书，读者选择自

己所钟意的图书，动动手指，图书就能送到取书口。该书库预计11月投入使用。图为18日，工作人员正
在上架图书。 通讯员 张钟文 本报见习记者 陈 俨摄

本报讯 19日起，由苏果超市
有限公司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共同
发起、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提供公
益支持、南京晨报承办的苏果“公益
小达人”大型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在南京10家苏果卖场设立
义卖区，参与的“小达人”们每卖出一
件指定商品，就将捐助一元钱给品学

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同龄孩子。
此次活动将帮助10名苏北学校

的小朋友，而参与义卖的孩子，全部
是南京晨报的小记者和他们的小伙
伴。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将发挥自身
的媒体影响力，进一步传播正能量，
号召更多人加入进来。

（仲 敏）

新华报业和苏果超市共同发起

“公益小达人”大型义卖启动

20日晚，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
艺集团出品的原创歌剧《周恩来》，作
为2019紫金文化艺术节新创舞台剧
目在江苏大剧院首演。在习近平总
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
五周年之际，我省通过歌剧这一世界
性的艺术语言，让从江苏走出去的周
恩来总理“回”到了家乡，也让一代伟
人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境界再一次在
江苏这片热土唱响。

西花厅鲜艳的海棠仍在盛放，
罹患绝症的“周总理”却在海棠树下
和“邓颖超”挥手作别，转身离去，继
续投入工作；刚做完手术的“周总
理”深夜伏案灯下，生命即将走到终
点之际，仍然惦记老少边穷地区脱
贫、祖国统一大计……随着剧情的
推进，这无声而悲壮至极的画面让
观众全程蓄积的情感达到顶点，许
多观众热泪横流，掌声经久不息。

“总理啊……”60岁的市民李巧
兰不禁有些呜咽。“当年从电视上看
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人人裹个大
棉袄，哭声震天。”说着，她就控制不
住地流下了眼泪。“人民总理人民
爱！”80后女孩杨晓说，最打动她的
是周总理临终时，在病床前与邓颖
超诀别的一场戏，《海棠花开》的音
乐响起，内心那种滚烫的感情就开
始翻涌。“从小到大，街头巷尾哪家
不说周总理的事迹。也许是耳濡目

染，我对总理也有着很深的感情。
总理的精神，整整影响三代人。”

“无论是扮相，还是总理的器量、
胸怀、人格魅力，对我而言都是很大
的挑战。演得像不像，江苏的父老乡
亲们心里自然有一杆秤。可以说这
是我演过的最高难度的一部歌剧！”
周恩来扮演者、男高音歌唱家毋攀
说，要通过将近两个半小时、几乎贯
满全剧的唱段“考验”，技巧、心理、体
力缺一不可。台下是风华正茂的青
年，台上是岁至暮年却仍然鞠躬尽瘁
的大国总理，全心投入的毋攀，用高
质量的演出再现了受人爱戴的周恩
来形象。

“在歌剧舞台上再现周总理的崇
高形象，难度在于事迹太多。”编剧冯
柏铭、冯必烈父子告诉记者，“即使用
连续剧的形式也说不完周总理的故
事，而且歌剧这种舞台形式本身不善
于说太复杂的故事。于是，我们决定
选取周总理一生中‘化危机为转机’
的几个关键时刻，用片段式的镜头诠
释大国总理的风度和气度。”他们为
此构建了湘江血战与遵义会议、中苏
关系恶化、卫星上天、万隆会议、中美
建交等情节，并精心地对不同时空进
行充满韵味的剪裁和勾连。

“很多舞台镜头都藏有深意。”
冯必烈解析说，舞台时间从1960年
内外交困的国情闪回至长征时期红

军血染湘江、损失惨重的存亡一
线。雷声大作，火光冲天，红军战士
端着枪在狂风暴雨中艰难行进，合
唱声悲壮而急促，但战士手中始终
挥舞着昭示希望和信仰的红旗。“这
段闪回既是以周恩来的视角对中国
革命史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当下
（1960年）中国发展困境的启示：中
国的路，要靠中国人自己走。”遵义
会议上与李德的争执、病重坚持修
改政府工作报告、回忆湘江之战、参
与万隆会议……一个个细节，塑造
出了一个事无巨细、目光远大、目标
坚定的总理形象。

“整部作品带给我的感觉是温暖
和庄严。”谈及歌剧《周恩来》，执棒指
挥、江苏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程晔这样
说。“在剧中，周总理给人一种庄严伟
大、又平静温暖的感觉。有时候排
练，音乐一出来，弦乐低沉的声音融
进来，就有一种非常和蔼亲近的感
受，让我感动。”担任《周恩来》作曲的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表示，作品
既要表现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有
智慧、纵横捭阖的一面，也要表现他
作为“人民总理”，有奉献精神，对人
民有大爱。“要让每一个音符，都把总
理那亲切感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推
到观众面前。”

歌剧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
珠”。自2014年以来，江苏连续打造

《运之河》《郑和》《鉴真东渡》《拉贝日
记》《周恩来》5部原创歌剧，造就了中
国原创歌剧界的“江苏现象”。

原创歌剧，中国观众能接受
吗？在《周恩来》导演邢时苗看来，

“舞台上发生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感
染人，歌剧更可以凭借世界流通的
音乐来感染你，用音符来沟通你我
间的情感。”邢时苗表示，西洋歌剧
表现中国历史人物，要找到他们的
契合点，就要紧扣一个“情”字。“观
众看到舞台上有一个伟大的周总
理，但也能感觉到他的性格是富于
浪漫主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歌
剧中倚重音乐的设计，不仅把总理
心中的浪漫表达出来，也要让音乐
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鸿沟，向世
界传达总理的伟大人格。”

省演艺集团歌剧团副团长徐珊
珊表示，作为一名在《周恩来》中参
与合唱的歌剧人，她的心中涌动着
欣喜和自豪感。“有红色经典旋律在
里面，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民间小
调，让我们感觉非常亲切。”合唱和
主角唱腔彼此配合，让整部作品成
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更深地烘托出
周总理的人物形象，徐珊珊认为这
是一种“中国故事，世界表达”，“用
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表达我们中
国人的故事、形象和情感”。

吴雨阳 杨 铖

我省原创歌剧《周恩来》昨晚在宁首演

让每一个音符都呈现伟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