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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11月1日电 （记
者 梁建强）钱亦石，1889年生于湖
北省咸宁县一个书香之家。1916
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1920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湖北教育厅录用
为科员。后在武昌高师附小任教育
主任。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钱亦石按照党的决定，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董必武
筹建国民党湖北临时党部，当选为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
传部主任，主办《武汉评论》。1926
年1月，钱亦石与董必武等人出席
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回武汉后尽力协助董必武，
为支援北伐军攻克武昌做了大量领
导工作。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
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钱
亦石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被
选为常务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1月，钱
亦石根据党的决定，秘密到达日本东
京。他在这里精心研读了《资本论》，
并和杨贤江、董必武领导了东京留学
生中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同年8月，
中央决定董必武和钱亦石转往苏联，
到莫斯科特别班学习。1930年，钱
亦石化装成铁路工人回到上海，开始
从事文化活动。

1932年起，钱亦石经中共党组

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
大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
《现代教育原理》等课程。此外，他
还在《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近
百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
学解剖刀”，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的
发展，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
略阴谋。

这期间，钱亦石还和周扬、阳翰
笙、夏衍等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
秘密组织工作。1936年至1937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
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
之友社党团书记，还与邹韬奋等人
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根据周
恩来的指示，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
服务队少将队长，率领30多位作家、
艺术家奔赴抗日第一线，动员沪杭线
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因忘
我工作，积劳成疾，于1938年1月在
上海病逝，时年49岁。

“红色教授”钱亦石

快读

印尼打捞起失事客机首个黑匣子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11月1日说，搜救人员当天上午成功打捞起日前失事

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客机首个黑匣子。这个黑匣子正被运往雅加达进行检查。

特朗普拟派上万军人驻扎美墨边境应对移民潮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1日说，拟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派遣1万至
1.5万名军人以应对中美洲移民潮。特朗普说，在第一个移民潮之后又有第
二个和第三个正在形成，所以正在考虑“切断对部分中美洲国家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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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生在药房为取药者发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土耳其检方称沙特记者遇害后遗体遭肢解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首席检察官办公室10月31日发表书面声明

称，根据沙特方面事先确定的计划，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10月2日进
入沙特领事馆后当即被闷死，其遗体随后被肢解和毁损。这是土检方首
次正式对外公布卡舒吉遇害细节。 （据新华社）

总品种数增至685种、增加12种
抗肿瘤用药、丙肝治疗新药丙通沙被
纳入……11月 1日，《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8 年版）》正式施行。作为
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和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
新版目录堪称2012年版目录的扩容
升级版。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补充了
哪些患者急需、临床价值较高的药
品？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实惠？记者
展开调查。

有进有出
目录“又见成长”

收录的药物品种由旧版的520种
增加到目前的685种，不仅仅是数字
的变化。

新目录新在何处？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说，调整后的新
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覆盖面更广，品
种数量不仅能够满足常见病、慢性病、
应急抢救等临床需求，而且为不同疾
病患者提供多种用药选择，更好满足
群众需要。

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整新增的药
物品种中，有11个为非医保药品，主要
是临床必需、疗效确切的药品。比如，
新纳入的金花清感颗粒是一种新的中
药复方制剂，适用于流行性感冒，具有
明显临床价值。

此外，甘精胰岛素、利拉鲁肽、
达格列净等国际上热门的主流药物
品种也被纳入新版目录。业内人士
指出，新增品种都是临床高质量用
药品种，明显提升了新版目录用药
质量。

记者了解到，新版目录共调入药
品187种、调出药品22种。据曾益新
介绍，动态调整是新版目录的一大亮
点。在目录发布以后，对于新审批上
市、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
品，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

为控制风险、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对于存在不良反应多、疗效不确切、临
床已被逐步淘汰等问题的药品，新版
目录也进行了及时调出。记者注意
到，复方利血平、地红霉素、替加氟等
品种被调出。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京大
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说，基
本药物目录的“一次次成长”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患者
的获得感越来越明显。

抗癌药新福利“上线”
满足肿瘤患者期盼

35岁的黄先生三年前在一次体检
中查出患有胃肠间质瘤，由于肿瘤过
大，而且伴有比较严重的内出血，专家
建议服用一段时间的靶向药伊马替
尼，待肿瘤缩小到适合手术的大小时
再进行手术。

黄先生对当时的药价记忆犹新：
所需的这款伊马替尼每盒大约1万多
元，每个月需要2盒。自从国家出台抗
癌药降价的一系列措施后，黄先生感
觉到价格的切实变化：“从2017年这
款药纳入医保后，一个月的药费降到
了8千多，变化真是太大了，一时都无
法相信。”

北大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副主
任医师冷家骅说，抗癌药纳入医保后，
患者的经济负担大大减少了。不仅如
此，医生在制定诊疗方案时也有了更
大的空间。

记者在查看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时发现，目录的“抗肿瘤药”部分新
增了“抗肿瘤靶向药”一类，除了黄先
生所需的伊马替尼之外，吉非替尼、埃
克替尼、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培
美曲塞等靶向药均在列。

创新药到儿童药
特殊人群受益

由于利巴韦林加干扰素的传统治

疗方案疗效不佳，副作用难以忍受，再
加上国内没有有效药物，广东的丙肝
患者小梅从2017年开始从网上找人
从印度代购治疗丙肝的仿制药。不料
她第二次收到的是假药，延误了病情，
差一点发展为肝硬化。因此，她不得
不重新回到传统治疗方案。

最近，一个消息又让小梅重燃治
愈的希望——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已将全球首个也是国内唯一一款全口
服、泛基因型、单一片剂的丙肝治疗新
药丙通沙纳入。

在调入的187种药品中，牛肺表
面活性剂、培门冬酶等儿童用药引起
了长春市儿童医院药剂科主任杨长树
的关注。

“此次新调入药品中有临床急需
儿童药品22种。”杨长树说，儿童是特
殊用药群体，不仅要考虑用药的安全
性、有效性、经济性，还要考虑依从
性。比如成人可以服用的片剂、胶囊，
儿童就很难服用。

新版目录专门考虑了儿童这一
特殊群体的用药需求。记者看到，目
录增加了部分儿童专用药品的通用
名品种，如用于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的牛肺表面活性剂、用于治疗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培门冬
酶等。

不仅品种多了，开药也更方便
了。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张楠告诉记者，基本药物目

录调整后，医生可选择药品的范围更
大了，让更多的药品在大医院能开、在
社区也能开到，尤其在常见病治疗和
慢病管理等方面，让更多患者在基层
享受到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最后一公里”有多远
药品供给制度需完善

长春市55岁的曾女士近期遇到了
一件烦心事：她被确诊为眼部黄斑变
性，有失明风险，需注射康柏西普进行
治疗。

根据医嘱，曾女士需要连续注射
三针，如病情不稳定还将继续治疗。
每一针要5000元左右。

就在最近两天，曾女士看新闻发
现康柏西普此次被纳入基本药物目
录，非常欣慰。曾女士所期盼的，正是
打通基本药物目录和患者之间的“最
后一公里”。

“下一步需要在价格环节上发
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司副
司长张锋说，我们把解决短缺药品供
应作为兜底措施，使基本药物不断
供，特别是临床必需的、价格比较便
宜的要保障供应。同时还有一部分
价格比较高的目录内药品可能会通
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可及性、公平性的
问题。

“将抗癌药、丙肝药等纳入目录对
患者而言是好事，但还存在医保是否
承担得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
度设计。”李玲建议，完善药物经济学
分析，建立投入产出测算等药物性价
比衡量标准，为目录药品提供更多药
物经济学证据支持，从而有助于保持
政策的可持续性。

从“救命药”供给，到高价药“降
温”，完善制度设计成为关键一招。近
期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的意见》为打通药品供给链条中的

“梗阻”提供了新保障。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

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颜建周认为，在基本药物目录动态调
整的基础上，还应对易短缺的基本药
物通过市场机制、定点生产、纳入储
备等措施保证供应。同时通过平台
建设，从药品的研发、生产、流通、采
购、使用等环节，加强对短缺药品的
监测预警。

（记者田晓航、陈聪、鲍晓菁、林苗
苗、赵丹丹、侠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基本药物目录升级给患者带来哪些实惠？
新华社记者

两年前，53岁的陈萍女士因手臂
大面积烧伤来到长寿区人民医院就
诊。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陈萍女士
需要做植皮手术，手术费用较高。想
到医院2015年成立了“伤口护理小
组”，烧伤科医生便推荐陈萍女士运用
伤口护理的方法来治疗。

每天换药、清洗伤口……在“伤口
护理小组”的精心治疗下，陈萍女士的
伤口没有通过植皮手术便愈合了，而
且节省了很多费用。从此，“伤口护理
小组”的口碑越传越广，越来越多的轻
度烧伤患者选择由“伤口护理小组”处
理烧伤。“伤口护理小组”也由最初的
2个人发展成了如今的20余人。

“伤口护理小组”不仅负责全院疑
难慢性伤口的会诊与治疗，例如压力
性损伤、糖尿病足、急慢性伤口等，还
针对长寿区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推
广和传播伤口护理新技术、新知识，及
时解决伤口护理疑难问题，提升专科
领域的护理质量。

而这只是长寿区人民医院在护理
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小小的创举。

“医疗护理工作是医院工作的核
心，所以我们医院特别看重护理人才

的梯队建设。”长寿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项劲驰说。

今年以来，按照《2018年护理在
职人员三基培训计划》，全院定期开展
护理三基培训，已开展《整体护理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等8次全院性的业务
培训，共计1400余人次参加，平均参
培率达38%。组织参与护理业务查房
3次。

在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方
面，今年共选派70名护理人员外出进
修培训，现长寿区人民医院具有专科
护士证书的护士110名。

此外，医院举办了长寿区护理质
控培训《护理文书规范化书写》和护士
长管理培训《护士长如何带好团队》，
对全区30余家医疗单位的350余名
护士进行培训，有力推进了长寿区护
理质量与管理的同质化提升。

“未来，我院将继续深化落实优质
护理服务工作，持续改善医疗服务行
为，切实提高医院的优质护理服务质
量，努力打造护理服务品牌。”长寿区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正荣说。

长寿区人民医院: 深化服务打造优质护理品牌

为树立行业标兵，引领全院护
士积极学习先进典范，长寿区人民
医院组织开展了“白求恩精神星级
护士”评选活动。目前，14位护士

获得了“白求恩星级护士”称号，全
院唯一的二星级护士冉春玲便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

今年4月，16岁的男孩罗浩因
从高处坠落造成高位截瘫，来到长
寿区人民医院骨一科手术。罗浩来
自单亲家庭，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作为罗浩的责任护士，冉春玲一方
面利用专业知识对其实施整体护
理，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员工募捐，减
轻罗浩的家庭负担。

在骨一科，经常会遇到像罗浩
这样的高位截瘫的患者。“对于这些
患者来说，动手术可以控制病情，但
他们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行走
了，这是他们必须勇敢面对的现
实。”冉春玲说，对高位截瘫患者的
心理治疗，是护理工作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年轻的罗浩也曾多次拒绝治
疗，甚至发脾气、摔东西。冉春玲不
厌其烦地和罗浩沟通，了解他的喜

好，从病患的角度同他聊天，终于渐
渐地让罗浩打开了心扉。

“我们能做到的最大努力，就是
让这些高位截瘫的患者重塑生活的
信心。”冉春玲说，作为星级护士，她
有职责为其他护士树立榜样。

在临床工作中，冉春玲积极推
进健康教育功能指导，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专业知识，运用整体护理程
序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在质
量监控方面，冉春玲积极参加科内
的质控活动，运用质量管理工具比
如PDCA、品管圈等保证护理质量；
在教学方面，冉春玲经常参加实习
学生、规培生的带教工作，以及指导
新护士工作。

在冉春玲这样的“白求恩星级
护士”的带动下，长寿区人民医院的
护士们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坚持以
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护
理服务。

建设美丽医院 启动“6S”管理见成效

“以前看到地上有垃圾，自己也会
忍不住乱丢，环境就越来越脏乱差。
现在看到如此干净整洁的环境，护士
看到地上有张纸都要捡起来丢垃圾
桶，我们也不好意思乱丢垃圾了。”近
日，在长寿区人民医院住院病房休息
的谢秋平老人说。

为打造长江沿岸美丽“三甲”综合
性医院，今年1月，长寿区人民医院开
始启动了以“6S”为核心的环境管理
专项整治活动。

“6S”即整理，整顿，清洁，规范，
素养，安全6个方面，充分体现在护理
工作的各个方面。

“整理”即将无用的物品清理干
净，如医疗废品的统一安置、病房里的
生活垃圾清理等，从而节约空间，达到
活用空间的目的；“整顿”是按照规定

的位置摆放物品，如药品的存放、资料
的分类等，减少寻找物品的时间；“清
洁”是指对医院的设备仪器以及工作
服上的污迹灰尘进行清除，保证医院
的整洁干净；“规范”是指建立健全各
种管理体制，如护理规章制度、考核制
度，层层落实责任，明确考核标准；“素
养”即要求每个护理人员都要具备良
好的素质和护理专业能力，工作积极、
主动上进；“安全”即对护理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树立安全意识，保证护理工
作的安全进行。

此外，医院组织院感科、总务科等
职能部门联合对住院病区、治疗室、处
置室、库房、值班室、更衣室等环境予
以督查整治。经过半年的整改，医院
环境改善取得了明显成果。

注重人才培养 提高护理人员业务水平

王凤 图片由长寿区人民医院提供

近日，由重庆市总工会、长
寿区人民政府主办，长寿区总
工会承办的“2018 年重庆市卫
生护理技能大赛”在重庆市医
药学校举行，来自全市 39 个区
县总工会代表队、共计 78 名选
手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中长寿区人民医院参
赛选手李华、黄冬兰以扎实的
理论基础、娴熟的操作技能、沉
着冷静的现场表现赢得了现场
专家的一致肯定，分别获得心
肺复苏组二等奖和密闭式静脉
留置针操作组三等奖的殊荣。

“参加比赛是为了强化基
础、立足岗位练兵，让我们看到
和其他优秀选手的差距，也鼓励
我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护理质
量和水平。”获奖选手李华说。

像李华这样的护士在长寿
区人民医院还有很多，而这样
的荣誉并不是第一次获得。
2014 年，在长寿区护理职业技
能竞赛中，长寿区人民医院代
表队获得一等奖；2016年，在重
庆市发展新区护理操作技能大
赛中，长寿区人民医院代表队
获得团队一等奖；2017年，在重
庆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突发
事件医学救援”中，李华获得一
等奖……

荣誉的背后，彰显的是长
寿区人民医院在优质护理领域
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医院开展技能培训

奉献人文关怀 发挥“星级护士”示范作用

“2018年重庆市卫生护理技能大赛”比赛现场

➡11月1日23时5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第17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这颗卫星属于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是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也是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我国成功发射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