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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燕新坚持入党的故事深深感
动着跟她交往的同事。已退休的老办
公室主任李嫣妮 1980年进入医院上
班时就认识这位老大姐，“她性格随
和，和同事很聊得来，上班从不迟到
早退，我们都很敬重她。”李嫣妮近两
年负责院史馆的资料收集，看到何燕
新的档案时再次激起了她的回忆，她
联系上何燕新的大儿子蓝松，在他那
里找到了更多的物品和资料。“何大
姐向党组织靠拢的执着、坚定的信
念、高尚的情怀和勤勉负责的工作态
度，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东凤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永东说。

老院长廖卓安对何燕新评价很

高，“我们那时都知道她一心入党的
事，很了不起，我们是真心佩服她，而
且她从不因为没通过批准而有任何
怨言，只觉得是自己还需要继续努
力，无论为人处事还是工作上，她口
碑都很好。”廖卓安回忆，做护理工作
的何燕新对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加班
加点，同事有事二话不说就顶上，临
时加任务也勤勤恳恳完成，没有任何
怨言。

母亲已去世多年，蓝松还保留着
她的一些遗物，母亲和外公的通信
里，是两代人对祖国一片深情的见
证。“母亲对国家对党一片真心，如果
某天听到我们说国家哪里不好，她一

定会当场发脾气批评我们。”蓝松说，
母亲常对他们说，祖国已经发展得这
么好了，不要有意见，我们要好好建
设国家。

■乡景乡情皆入画引共鸣
近日，记者寻访了黄柏照。
在横栏镇与大涌镇交界的路边，

浓密的大树下，有一间“乐韵农庄”。穿
过农庄的餐厅，走上小铁桥，目光所
及，便是一池荷花。荷花池一旁的数间
小屋，不时传出高谈阔论的横栏乡音。
走廊尽头，推开小门，一位中年男子正
在埋头在画板上作画，一旁的墙壁上，
挂着一幅冬日雪松图。

画画人，正是横西村人黄柏照，自
小喜欢画画，村中风土人情，乡中可喜
变迁，皆是他画画的素材。很多画，画
好后，黄柏照都会装裱好，悬挂在外面
餐厅的墙上，供人欣赏。渐渐地，画中
那亲切的画面，引起了村民的共鸣，也
成为了村民闲聊时的话题。

“我们喜欢柏照的画，因为它就在
我们身边。我们喜欢到柏照这里来，不
仅可以观赏他的画，他的字。还可以喝
上免费的茶水，最为关键的是大家觉

得聊天的话题高雅了。”引着记者过来
的农民介绍。

■农庄还是免费的“鱼虾诊所”
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的爱好，而影响

了身边人，不算特别！但让人惊奇的是，
黄柏照还有另外的技艺，让他声名远播。

记者采访当天，刚好来了几位来
自顺德、江门的农民。

“黄老板，帮我看下这些鱼虾究竟
得了什么病？要怎样才能防止鱼虾的
死亡啊？”在“乐韵农庄”门口，几位开
着农民车过来的农民，一边往下搬着
灌氧桶，一边大声地问着问题。黄柏照
放下画笔，快步走了出去。

让人把鱼虾拿进农庄，仔细看了
一遍，对其中的几种，黄柏照肯定地作
出了判断，并用笔写下了需要购买的
药名，如何投药等注意事项。但对其中
一种病鱼，他却无法给出方子。

思量了片刻，只见黄柏照又奔回到
画室，拿出了一台高倍显微镜，把患病
鱼切了一小块，放在了显微镜下仔细观
察。于是仅数分钟，他就确定了该鱼所
患之疾，并拿出了处理的办法与方案。

“六年前，我就听说这里的老板对
鱼虾的疾病看得很准，给出的处理方
案也立竿见影，那时起，我几乎每个月
都过来一次，不仅为了看鱼虾病，也为
了从这里学会更多的养殖知识和防病
治病的方法。”来自顺德大良的养殖户
告诉记者，每一次过来，“鱼大夫”黄柏
照都不收他一分钱。就如此这般，黄柏
照的名声越传越远，这里就成为了不
挂牌的“鱼虾疾病诊所”。

“我曾经养殖鱼虾18年，并自费到
现今是中山市职业技术学院读了三年
的水产养殖，由于有理论又有实践，对
鱼虾疾病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虽然现
在不做养殖这一行了，但我还是非常乐

意帮到大家。”黄柏照道出了原委。

■学习广场舞引领老人“跳”
起来

在黄柏照工作室角落的一处案几
上，摆放着一个个奖杯和锦旗，除了他个
人书画的获奖外，便是“太极拳集体表演
一等奖”、“女子飞艇二等奖”等一大堆。

“每个星期四晚上，这个农庄便是
太极拳的训练场所，喜欢太极的人，都
可以到这里免费学习，当然啦，我们的
总教头还是黄柏照。”一位村民告诉记
者，黄柏照 2012年就在横栏镇率先成
立了太极拳协会。协会发展至今，会员
已经有 150多人。在此同时，黄柏照为
了照顾那些没有时间学习太极拳的老
人家，又自费到市里学习了数十个广
场舞，回到镇里后，除了在农庄里教授
外，还时常到公共场所传舞，带着大家
一起健身。

“夹在一大群老太太、老爷爷当
中，很多人都曾笑话过我，但我不以为
然。我没有忘记，我一九八八年二十岁
入党那年的誓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黄柏照表示，村中的女子飞艇
赛、村中的广场舞比赛等公益活动，他
都竭尽所能，积极支持，希望以此推动
农村的时代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
海航）8月13日，市卫健局召开全市鼻咽
癌筛查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从2009年开始，我市共筛查了7
万多人，发现鼻咽癌患者 100多例，75%
以上是早期患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中山市肿瘤研究所季明芳团队研究已
经取得重大突破：可筛查出早期无症状
鼻咽癌，相关论文已在国际著名肿瘤学
期刊《Annals of oncology》（肿瘤学年
鉴）上发表。

鼻咽癌是我国华南地区的高发肿
瘤，其中在广东、广西常见，发病率为
10-30/10万。中山属鼻咽癌高发地区，
鼻咽癌高发于 35-65岁的青壮年。据了
解，中山市平均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患
者4500例左右，其中鼻咽癌每年新发现
300至350例左右。

早期鼻咽癌患者治疗效果良好，
90%可以治愈或长期无瘤生存，但早期
鼻咽癌常见临床症状仅为鼻咽局部病
变引起的头痛、鼻塞、涕血、耳鸣等，缺
乏特异的临床症状，极易出现漏诊或误
诊而延误治疗。

中山市肿瘤研究所副所长季明芳
表示，约 80%患者临床确诊时已进入中
晚期，出现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等症
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季明芳介绍，从 2009年开始，我市
开始进行鼻咽癌筛查，到现在开展10年
共筛查了小榄、古镇、坦洲、南朗等 6个
镇区，筛查了7万多人，发现鼻咽癌患者
100多例，75%以上是早期患者，其中年
龄最小的30多岁，最大的60多岁。通过
筛查，早诊率达到76%以上，早诊率提高
了 3倍。早期患者经过 3至 4个月治疗，
再休息一个月，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

市卫健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我市一
项医学研究成果

可筛查出早期无症状鼻咽癌

哪些人为鼻咽癌重点筛查对象？
(1)高发区30-69岁人群。
(2)经常接触油烟、化学毒物、吸烟、

饮酒的人群。
(3)家族中有鼻咽癌患者的人群。
(4)有原因不明的头痛、鼻塞、鼻涕

带血、耳鸣等症状，且反复出现者。
(5)不明原因颈部触及无痛性肿大

淋巴结者。

相关知识

东凤人民医院的一份旧档案里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不间断申请30年
归侨退休前圆了入党梦

1953年，年仅17岁的何燕新告
别亲人，不远千里从马来西亚回到祖
国，毕业后她从事护理工作，一干就
是30余年。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
近30年的时间里，何燕新坚持递交
入党申请，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最终，在退休前一年，获得了党组织
批准，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近
日，何燕新这段对党初心不改的经
历，在东凤人民医院为筹建院史馆整
理档案时被发掘出来，老同事的故事
再次感动了医院的职工。

刚刚于 7月底建成的院史馆位
于东凤人民医院门诊部的二楼，顺
着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看到了玻
璃展示柜下与何燕新有关的物品：
老照片、入党申请书、工作证、党徽、
党费缴纳记录本……

何燕新回国缘起她的父亲何俊
民。何俊民祖籍广东大埔，出生于马
来西亚，认识侨领陈嘉庚后，经常从
电台、报纸上了解中国的状况，并跟
孩子们分享。1949年新中国成立，何
俊民十分高兴，他对大女儿何燕新
说，你年轻应该回祖国去，努力学习
为祖国人民服务。1953年，何俊民将
年仅17岁的何燕新送回国内。

只身回国的何燕新先就读广州
华侨中学，之后就读于天津市卫生学
校。毕业后曾在佛山地区人民医院工
作，1961年她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
入党申请。之后她被下放到中山农校
担任一名校医。1970年，何燕新被分
配到东凤卫生院工作，一直在这里工
作直到 1990年 12月 1日正式退休，
革命工作年限为31年。2003年，卫生
部授予何燕新从事护理工作三十年
的荣誉证书，证书上烫金的 14个字
——“白衣战士人人敬，三十春秋暖
人心”也是何燕新一生的写照。

由于归国华侨的身份敏感，入党
的事情迟迟未有答复。1977年，已多
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何燕新于当年
11月 19日给时任东凤公社党委委员
梁柱龙写了一封信。

记者看到了这封已经泛黄的信，
整整 4页纸，字迹工整，感情真挚炽
热，落款是“一个决心要求参党的同
志何燕新”。在信中，她写道：“参党不

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也不是为了
捞取政治资本，而是为了更好地接受
党的教育、帮助、改造，更好地让自己
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主义战
士……人生去了将近二分之一，剩余
的时间是有限的，但尚能在这有限的
生命中能为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这
就是我的幸福。人的一生就是要为党
的事业忠心耿耿，才是我生活的目

的。”
虽然多年未能如愿，何燕新继续

每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医院里的同事
也都知道有这样一位一心想入党的同
事。1988年，何燕新成为一名预备党
员，1989年，在退休前一年，何燕新终
于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当她面向党
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时，眼泪簌簌而
下，近30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本报记者 黄启艳 见习生 王蔚然
通讯员 黄春光

心怀祖国，17岁少女
只身回国建设新中国

初心不改，近30年不间断递交入党申请

任劳任怨，在临床一线默默奋斗31年

何燕新大儿子蓝松在何燕新大儿子蓝松在
院史馆向记者回忆母亲的院史馆向记者回忆母亲的
爱国故事爱国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启艳黄启艳 摄摄

爱画画的农庄老板是位免费“渔大夫”
横栏镇横西村党员黄柏照热心公益，无偿向他人传授水产养殖技艺，并引领村民健身

在横栏镇的横西村，村民闲时就喜
欢在村边的一间农庄喝茶赏画聊天，兴
致浓时，还央求着店主教上几招太极。
这个店主叫黄柏照，能书能画能耍太
极，但更为重要的是有一颗“雷锋的
心”，给鱼虾诊病不收钱，并通过公益活
动引领大家走上新风尚之路。

文/本报记者 柯颂 图/本报记者 文波

何 燕 新
在东凤人民
医院院史馆
陈 列 的 徽
章 、党 费 证
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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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底气，来自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面对风险考验，国家和人民都离不开
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办好中国
事情的关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核心作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闯过一道道
关，跨过一个个坎儿。正如美国学者罗伯
特·库恩所评价，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强的
应对风险挑战能力，能够迅速落实重要决
策，确保那些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执行下
去。“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墨西
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认为：“近100年
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先锋者的性质，
执政党的素质正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关键
因素。”

信心和底气，来自改革开放的关键一
招。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
展奇迹，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
的例子”。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
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
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们改
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
越大。”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来自中国的
承诺为世界贡献了最为宝贵的信心和预
期。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外商投资法、
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等举措，向
世界展现不断扩大开放的诚意和决心。

“我们对中国持续对外开放有信心，对中
国的未来有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
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如是评价。

信心和底气，来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
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
学决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优
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美国作
家安德烈·弗尔切克认为，尽管中国人均
GDP仍较低，但中国不必达到人均收入5
万美元以上，就能实现繁荣、赋予国民更
好的生活、保护好环境并促进伟大文化，
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此了不起
并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地方——“中国为
国民和世界提供了好得多、合理得多的制
度。其科学研究大多是为改善地球环境和
民众生活水平，而非冷冰冰地逐利。”

信心和底气，来自中华民族百折不挠
的奋斗精神。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
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
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书写了人类
文明的伟大史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中国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
水，让一穷二白的国家换了新颜。义乌货
郎走街串巷，从“鸡毛换糖”做起，成就了
如今万商云集的“世界超市”；无数打工者
到深圳追梦，将落后小渔村建设成国际化
大都市；三代人扎根塞罕坝，在荒漠沙地
上种出了世界最大人工林海……“中国经
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
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
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
斗的故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
德·哈里·科斯发自肺腑地称赞。

要游泳总会呛水，要前进总会遇阻，
这是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全体人民的共
同努力，中国一次次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
机遇，把发展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以敢
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
一条新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
时代”的伟大跨越。

（五）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财富》杂志世界

500强排行榜发布。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
上榜的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30%，是拉动世
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

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创造了从落后农
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发展
奇迹……

中国的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
也离不开中国。2010年至2017年间，中国
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9%增
长到11.4%，“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有
所上升，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
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麦肯
锡全球研究院最近发布的报告一语中的。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度
融合的今天，中国与世界需要沿着寻求利
益最大公约数的路子走下去。那些妄图

“遏制中国经济”的想法或做法，在法国前
总理拉法兰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嘉德看来，都
是不理智和不靠谱的。当今中国，不仅是
全球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全球
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
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
贡献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为全球
带出更多的动车组。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正如一位澳大利亚作家所言，虽然
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但中国
的改革步伐不会停止”，“中国发展的故事
还有很多章节要讲”。

世界市场需要共同做大蛋糕，平等合
作、互利共赢才是唯一正道。那些试图通
过乱扣帽子、加征关税、打压中国企业、强
迫中国退缩、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径，不仅
是可笑的，而且注定不会得逞。美国发电
机生产商康明斯多付给美国政府的关税
额已经超过其所享受的企业税减免额；微
软、通用电气等美国企业上书政府，对华
盛顿封杀中国企业极表忧虑，认为这“将
导致美国在国际合作中被孤立”并“有可
能使美国利益受损”；沃尔玛、开市客、李
维斯等661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白宫，反
对加征关税行为，称冒险行径“将打击美
国企业和消费者”……日本《日经亚洲评
论》杂志刊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这些
美国企业目前声名响亮似乎坚如磐石，但
历史表明，企业财富可转瞬即逝。

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
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世界经济再次走到十
字路口。在能否走上正确道路的关键时
刻，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行动，为世
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中国有
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同世
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创造世界经济更加美好的明
天不懈努力。”

（六）
两千年前有“九市开场”的西都长安，

一千年前有“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泉州海
港……透过历史的长镜头，世人能够领略
到，东方商业精神和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
了澎湃动能，激发了西方人迈出探索新大
陆的第一步，也拉开了经济全球化征程的
序幕。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崛起势不可挡，正在创造超过
59%的全球经济总量。越来越多有识之士
看到，这种发展不仅是经济勃兴，而且是
文明复兴，符合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

新中国70载岁月，抵御外部势力围
追堵截，栉风沐雨奋斗不息，与世界同呼
吸共命运。在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中国拥有更大的实力和潜力，
拥有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战略定力、坚定
决心和信心。

潮起东方，无坚不摧。中国人民坚信，
任何力量都无法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都
无法阻碍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
中国有足够信心和底气战胜任何困难和
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中
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创造美好未
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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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柏照和他的绘画作品黄柏照和他的绘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