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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丁酉年正月十三

根据《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
方案（试行）》，四川省环境保护督
察组定于2017年2月9日至2月23
日对成都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期间，督察组将公开受理有关环
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并接受群众对督察

工作的监督。
举报电话：028-64107942（上午

9：00-12：00；下午14：00-17：00）
投诉信箱：成都市346号邮政信

箱；邮编：610000
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7年2月9日

昨晚，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年
度人物揭晓，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
科医生梁益建名列其中。他参与“驼背
手术”3000多例，让许多极重度脊柱畸
形患者获得新生。

每周一、周五，梁益建给数十名“天
线宝宝”调校完头盆环牵引设备，脱下
白大褂常常已经是晚上8点。回到家中，
他必须打上两个小时太极拳，才就寝。

治驼背
量身打造“天线宝宝”设备

2月6日星期一，53岁的梁益建穿着
白大褂走进成都市三医院骨科住院部
医生办公室。才下午1点多，不少头上和
腰上戴着金属铁环的病人已在此等候。
他们穿戴的是头盆环牵引，是梁益建针
对脊柱畸形患者量身打造的，这些患者
因此被称为“天线宝宝”。走到排在第一
的病人面前，梁益建伸出手指一比划笑
着说：“又长高了几公分！”

拿出扳手，梁益建拧松病人头盆
环上的螺母，拇指快速拨动螺丝，拉动
金属杆，反复调整螺丝位置。此时的梁
益建更像是一名维修工，医院的脊柱
畸形患者都等着他和他的同事来“维
修”，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小时。

四川话、普通话，梁益建每天都要
随机切换。病房里，除了四川的病人，
更多的是河北、云南、青海等外地病
人，不少是通过QQ群、贴吧慕名而
来。一位外地赶来的病人拿着片子找
到了他。利用工作间隙，梁益建给对方
分析起治疗方案。

说段子
治疗结束大家都脱胎换骨

脊柱畸形180°、190°，梁益建都
敢接手。“现在对很多极重度脊柱畸形
患者，年龄大的都不采用矫正的方式，
因为存在风险。”梁益建说，但有的病
人因为脊柱畸形已经影响到了心肺功
能、消化功能，活下来都是问题。“现在
不用呼吸机了吧？”云南来的张映清已
经41岁，因病跑遍北京广州等地，最后
在病友圈找到梁益建。经过治疗，已经
摆脱了呼吸机。

站在梁益建旁边的普措来自青海
玉树，今年才20岁，刚来的时候脊柱侧

弯，现在已经比梁益建高出一个头。
“我们这盛产美女帅哥啊！”梁益建总
是会蹦出一些段子，“治疗结束回老
家，大家都是脱胎换骨。”

“天线宝宝”的天线上，挂着一些
彩色气球。原来，这是他们的“课后作
业”，梁益建要求他们休息时锻炼肺活
量，没事就吹气球。“6分钟爬完15楼。”
梁益建“吓唬”自己的病人，让他们加
快速度。张映清达不到这个速度，梁益
建又会安慰她：“没得事，慢慢爬嘛！”

为了锻炼大家的肺活量，梁益建
找来了音乐老师，每周二、周五，骨科
活动室都会响起歌唱声。请老师的费
用，一节课120元，是梁益建自己掏的
腰包。他要求每个人去练习唱歌都必
须签到。

做公益
从募捐到与公益组织合作

2008年2月，梁益建到盐源县做医
疗支援。泸沽湖畔，胸口几乎贴近大腿
的伍才林引起了他的注意。征得医院
同意，他将伍才林接到成都，经过13个
小时手术，这名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
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原来
身高不到130厘米，康复后达到178厘
米。伍才林因此改名为“伍才立”。

2009年，木里县的患病小伙刘仁
富向梁益建求助。“我一个医生，也没
有多大能力。”梁益建直言，因为治疗
费用的原因，有些爱莫能助。不过，他
承诺：“等我有了钱就来接你治病。”于
是，梁益建联手茶馆老板，在医院里搞
起了募捐，碰到一些有钱的朋友，他也

半开玩笑地招呼对方支持一下。过了
一年，他筹够了治疗费用，开车到木里
县将小刘接到成都治疗。

2013年，梁益建尝试与公益组织
合作。目前在成都市三医院就诊的90
名脊柱侧弯患者中，受基金会捐助的
达95%以上。从2013年11月至今，基金
会已累计对成都市三医院共149名患
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

谈感言
只是做了医生职能内的事

从小痴迷武术的梁益建，学了28
年太极拳。他的人生三大爱好被总结
为“喝茶、太极、治驼背”。他会把病人
的片子拍到手机上。如果第二天有手
术，晚上在家，还要打开手机反复看。
一直到晚上12点，他才会收起手机，到
客厅打太极，一打就是两个小时。早上
7点20分左右，他又出现在医院病房。
说到太极，梁益建就滔滔不绝，还忍不
住比划起动作来。“这里面学问可大，
练了过后才知道啥子是无欲则刚。”

在治疗病例上，梁益建已经囊括
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突破了国际公
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
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
并心肺功能衰竭。据公开报道，2008年
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
超过1000例。

梁益建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
医生职能范围之内的事，“做梦都没想
到还能‘感动中国’”。自己只是全国医
务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是众多医生中
的一个代表。

2016“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颁奖
礼，昨晚在央视播出。梁益建，一名成都医
生，一个成都好人，他的“感动”事迹，温暖
着2017年成都春天。

梁益建的当选，是对生命的礼赞，饱
含人们对崇高医德、精湛医术的渴望，立
起了中国医生的医德、医术高标。他以自
己对“医者仁心”的深刻践行，将成都“医
界”好故事向全国广为传播，厚植“感动中
国”的肥沃成都土壤。

人的一生，无外生老病死，每一阶段，都
与医生密不可分。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尊重生活。一个好的医生应该什么样？梁益建
感动中国的故事，就是这一追问的标准答案。

从医20余年，声名响震全国，病人口
碑相传。如果把梁益建的“感动”瞬间连接
剪辑，就是一部长篇连续剧，而且正在直
播。如果非要用简单的“一二三”来归纳他
的“感动”点，我们会看到，作为一个医生，
梁益建不同凡响的闪光处，就在其临床、
在其基本功，在其人文精神。

2008年至今，主刀手术超过千例。这是
梁益建最直观的“临床”呈现。这里面，包含了
病人的多少信任、多少期盼，又饱含梁益建多
少汗水、多少心血，是经验的积累，是医术的
打磨。说到梁益建的基本功，用“工匠精神”来
形容再合适不过。梁益建的每一台手术，都是
高难度、高风险，都是“在川藏线的悬崖边开
车”，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
三大禁区。禁区突进的勇气，是多少“雕琢”堆
积而来？需要凭恃怎样的精益求精？

医者仁心，功夫更在诗外。“有时是治
愈，常常是安慰，总是去帮助”是梁益建的
日常写照。无论是自掏腰包请音乐老师教
病人唱歌锻炼肺活量、每天工作之余额外
投入大量时间为患者服务，还是以一己之
力搭建爱心桥梁、带动社会资金救助患
者，无一不是其人文精神的闪耀。

在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在现代文
明培育中，成都不忘初心、不丢根本，浓缩
了时空：传统优秀价值观薪火相传，3000
年人情味醇厚依然。这一切，构成成都城
市文化特质，厚植成都精神文明土壤。诗
人叶芝说：“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
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梁益建“感动中
国”的生动践行，正是行走于脚下的土地，
汲力于脚下的土地。而其“感动中国”的每
一个瞬间，则成为我们城市的最美风景。

眼下成都已经迎来最具特色的春雨
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梁益建带来
的“感动”，将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春雨，滋
润整座城市，成为我们精神的洗礼。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
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部
署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推
动产业升级发展；确定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政策措施，夯实粮
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基础；通过《农
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围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是
严格全过程管理。二是强化主体

责任。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对无证
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农药等
违法行为在原有处罚措施外，通
过提高罚款额度、列入“黑名单”
等加大惩戒。为餐桌上的安全提
供法治保障。

为实体经济减负 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他让千人
挺直脊梁

骨科硕士、神经
学博士、教授、主任
医师、硕士生导师、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骨科主任。专攻重
度脊柱畸形的截骨
矫形手术。留学回国
后一直从事强直性
脊柱炎脊柱后凸、先
天性脊柱后凸、僵硬
性脊柱侧弯的研究
及手术矫正工作。经
手术治疗完全矫正
的脊柱畸形最重者
为180°。获国家适
用新型专利1项。主
编《脊柱畸形手术
学》。2008年获“全国
抗 震 救 灾 模 范 ”，
2016年获“中国医
师奖”、“大美医生”
荣誉称号。

在治疗病例上，梁益建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
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
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据公开报道，2008年
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超过1000例

梁益建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职能范围
之内的事，“做梦都没想到还能‘感动中国’”。自己只
是全国医务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是众多医生中的一
个代表

关于对成都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的公告

他的“感动”
温暖2017年
成都春天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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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益建在打太极拳

脊柱畸形患者排队等待梁益建调整头盆环牵引

梁益建（中）在做手术

梁益建为脊柱畸形患
者调整头盆环牵引

成都商报记者宦小淮
摄影记者 王效
实习生 唐婕

成都医生梁益建感动中国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昨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旅游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组长罗强主持召开全市旅
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研
究审议促进我市旅游业发展有关政策
措施，部署推动我市旅游产业提质增
效、加快发展。

会议听取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全市2016年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和2017
年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
提升农家乐品质、提升AAAA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品质、优化城市旅游导视系
统、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文件。

会议指出，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低
碳产业、朝阳产业、富民产业，抓旅游
就是抓发展、抓民生，抓旅游就是抓开
放、抓文化、抓生态。我市旅游资源富
集、基础条件好，旅游产业发展亮点
多、态势好，要继续坚定信心，做强优
势品牌、做精旅游品质，进一步增强产
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打造世界旅游目
的地城市。

会议要求，要注重规划引领，丰富

旅游产品种类，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
产品、品牌，实现错位发展；要着力提
升旅游品质，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旅游标准化和信息
系统建设，完善景区重点区域导视系
统，推进景区“厕所革命”和“第三卫生
间”建设；要创新营销方式，用好大熊
猫、美食等城市名片，依托移动互联
网、重大展会等载体，深入推进“互联
网+营销”和城市整体营销、全球营
销，提升城市旅游形象；要突出融合创
新，让旅游与文化、农业、制造业等融
合发展，打造特色文化小镇、音乐小
镇、电影小镇，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要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依法治旅、依法
兴旅，严厉打击欺客宰客等违法违规
行为，建设全域一体化旅游安全保障
系统，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要实施旅游
人才战略，探索设置特聘岗位等措施，
让各类旅游行业人才扎根成都，提供
更优质的旅游服务。

市委常委谢瑞武，市长助理韩春
林，市政府秘书长张正红参加会议。

罗强主持召开全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

以提升游客满意度为根本导向
抓好旅游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